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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履約保證金實務爭議類型 

第一節、概說 
履約保證金為政府採購契約履行之擔保，當採購契約順利完成

時，履約保證金即應發還廠商，此時履約保證金所為之擔保可謂溯及

既往的成為多餘324，就法律層面而言並沒有任何爭議餘地。然而，當

採購契約無法順利履行時，必然伴隨產生債務不履行之相關賠償及違

約金等問題，而履約保證金基於擔保之救濟性，即需用以充抵損害或

充抵違約金。因此，隨著政府採購契約爭議的產生，時常亦同時引發

履約保證金爭議事項。 

履約保證金主要爭議類型325，不外乎廠商起訴要求返還履約保證

金、或機關起訴要求給付履約保證金二者。前者又以牽涉契約沒收條

款之爭議為主，通常發生在招標機關認定廠商違約、並依據契約不予

發還履約保證金時，廠商提出訴訟要求機關返還。此外，當採購契約

同時有履約保證金及保證人為擔保時，亦常發生保證廠商代履行後，

訴請機關326返還履約保證金之情形。 

至於機關要求給付履約保證金者，通常發生在廠商以銀行保證書

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履約保證金的情形。即當機關認為廠商

違約，依保證書或保險單向銀行或保險公司請求給付履約保證金時，

銀行或保險公司拒為給付，以致機關以訴訟方式請求。其中保證書爭

議部分，又有因銀行給付後發現，該履約保證金經充抵損失尚有餘

                                                 
324 費安玲主編，前揭註 42，頁 13。 
325 除本文所討論之主要爭議類型外，有關涉及履約保證金爭訟案件型態仍為數不少。例如，廠

商之債權人對機關提出確認履約保證金債權存在之訴，參考高雄地方法院 89 訴字第 35 號判

決；廠商之債權人對於廠商以銀行存款為履約保證金，而對銀行提出確認該存款債權存在之

訴訟，參考最高法院 93 台上字第 1356 號裁定；以及廠商對於作為履約保證金之存款銀行提

出確認債權不存在之訴訟，參考最高法院 89 台上字第 469 號判決。另廠商之履約保證金債權

受讓人對廠商之債權人所為強制執行提出第三人異議之訴，參考最高法院 94 台上字第 44 號

判決。 
326 除向機關為請求返還外，亦有發生向金融機構請求的情形，參考本章第三節第二款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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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廠商尚有工程款足以抵銷損失等情形，復由銀行起訴要求機關

返還餘額的爭議問題。 

以下即分別就：履約保證金沒收約款之爭議（第二節）、保證人

請求履約保證金之爭議（第三節）、銀行保證書之爭議（第四節）以

及保證保險單之爭議（第五節）等實務常見案例，進行研討。 

 

第二節、履約保證金沒收約款之爭議 

第一項、問題之提出 

履約保證金係廠商繳存於機關之擔保，機關因履約保證金之先

佔，而有直接沒收或抵償損失的優勢，因此，理論上有關履約保證金

最常發生的爭議類型，即機關不予發還履約保證金時，廠商以訴訟方

式請求機關返還的案例。通常依據契約約定，機關得於一定情形發生

時即不予發還履約保證金者，是為沒收約款。雖然廠商於簽約時，均

已了解沒收約款的存在，但迨至發生違約情形時，面對高額履約保證

金即被沒收無法取回，仍不免要和機關對簿公堂，想盡辦法取回履約

保證金。 

實務上，廠商多會依據沒收約款之內容，主張履約保證金係損害

賠償性質之違約金，機關如無損害時，即不得沒收；且縱使履約保證

金係懲罰性違約金，仍應有約定過高之酌減、或一部履行之酌減等規

定的適用，而請求法院將沒收之履約保證金予以減至相當數額。由於

履約保證金沒收約款與違約金約定相當，似為違約金無誤，惟如履約

保證金性質既為債權之擔保，又如何同時為違約金？則履約保證金與

沒收約款之關係，實務上應如何為認定？ 

此外，當契約存在沒收約款，而約定當廠商無法完成履約時即予

沒收履約保證金，其反面解釋是否表示當契約履行完成，機關即有返

還履約保證金之義務？惟有爭議者，在於經由保證廠商代廠商完成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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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時，廠商可否主張契約已完成，機關應返還履約保證金？亦即履約

保證金之返還條件如何成就？擬參考下列實務案例進行觀察。 

 

第二項、實務案例 

第一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 重上字第 118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327 

上訴人振隆營造有限公司主張：其於民國 88 年 2 月 6 日與被上

訴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訂定「高雄仁工機房

新建工程」合約，並將名下第一商業銀行定期存款存單三張，計新台

幣八百萬元設定質權給被上訴人，再交由被上訴人保管作為履約保證

金之給付。89 年 5 月間，因其財務發生重大變故無法繼續營運，乃

商請訴外人新禾盛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新禾盛公司）以保證廠商之地

位代其履行系爭工程合約之責任，並將已施作未估驗及未施作部份之

工程款債權讓與新禾盛公司，但不包括本件履約保證金在內。被上訴

人遂於 89 年 8 月 4 日與新禾盛公司簽定承繼契約書，由新禾盛公司

履行保證人對原工程合約之責任，並確定債權讓與前後之工作範圍。

系爭工程嗣於 89 年 12 月 27 日完工，90 年 4 月 27 日驗收合格。因

新禾盛公司係以保證廠商之地位代其履行本件工程合約，其自無不履

行契約之情事，被上訴人對其亦無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存

在，況被上訴人已自行認定受有 1,641,256 元損害，並從工程保留款

項中扣除。系爭工程既已完工，並驗收合格，上訴人即無債務不履行

情事，自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履約保證金，爰求為命被上訴人應返還

定存單本息及為質權消滅之通知。 

                                                 
327 本案相關裁判包括：高雄地方法院 91 重訴字第 560 號判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 重上字第

118 號判決、最高法院 92 台上字第 2072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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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經催告後逾期未復工，兩造間之契約業已

終止，其與新禾盛公司係另行訂定獨立之承攬契約，而上訴人違約不

履行合約，被上訴人自得依投標須知約定逕自沒收履約保證金，並請

求賠償一切損失，自得從工程保留款中扣除損害賠償金額，上訴人訴

請返還本件履約保證金為無理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判決理由328 

本案判決被上訴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

應返還 600 萬元（振隆公司主張返還 800 萬元）定存單予上訴人，其

判決理由： 

1、上訴人（廠商）確有違約情形發生 

「…上訴人逾期仍未復工，有被上訴人上開函附卷可稽。又本件

工程款項結算時，被上訴人以上訴人不能履行工程契約，延誤工程工

期九十二天，應賠償被上訴人工程延誤損失 1,641,256 元而自新禾盛

公司請領之工程款項中扣除之事實，亦為上訴人所不爭執，足見上訴

人確有違約情事，應堪認定…縱令新禾盛公司於八十九年八月四日以

連帶保證人地位代上訴人履行對被上訴人之工程債務，亦不影響上訴

人已違約之事實。」 

2、履約保證金沒收係屬懲罰性違約金之性質 

「…投標須知第十三條第五項約定：『得標廠商如不履行合約，

除保證金不予退還外，並應負責賠償本分公司（指被上訴人）一切損

失。』…揆諸上開說明，兩造間關於系爭履約保證金之約定，係屬懲

罰性違約金之性質…祇需上訴人有違約事實即可不退還保證金，並不

以全部不履行合約及兩造合約已終止為前提，是上訴人以其已履行百

分之六九．二八，非全部不履行，被上訴人亦未曾以書面向上訴人為

                                                 
328 本判決並經最高法院 92 台上字第 2072 號裁定所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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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契約之意思表示，而主張被上訴人不得沒收系爭履約保證金云

云，尚無可採。至上訴人又主張新禾盛公司本於連帶保證人之地位代

上訴人履行對被上訴人之工程債務，新禾盛公司已代其完成工程合

約，被上訴人不得沒收履約保證金云云，然查，上開履約保證金係屬

懲罰性違約金之性質，已如前述，上訴人既有違約事實，自不因新禾

盛公司與被上訴人另簽訂之承攬契約而受影響，上訴人並未能證明被

上訴人於 89 年 8 月 4 日與新禾盛公司另簽訂承攬契約時，有同意上

訴人履約保證金不沒收，或應移轉於新禾盛公司。是上訴人上開辯

解，亦無可採。」 

3、違約金過高得減至相當數額 

「系爭工程上訴人自 89 年 5 月 16 日起停工，新禾盛公司進場施

工時，上訴人工程進度落後百分之十點零九，本件工程款項結算時，

上訴人延誤工程工期 92 天，上訴人工程進度如無落後情事，被上訴

人即無需再於 89 年 8 月 4 日與新禾盛公司另簽訂承攬契約，上訴人

中途停工近三個月，本院斟酌上情與被上訴人工程延誤損失 1,641,256

元已自新禾盛公司請領之工程款項中扣除，及上訴人若能如期履行債

務時，被上訴人可得享受之一切利益等情，認被上訴人以沒收履約保

證金二百萬元為適當，而應將附表編號所示編號２及３號之定期存款

存單兩張返還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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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6 重上字第 8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329 

上訴人中台科技開發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張：伊於民國 92 年 12

月 29 日簽約承攬被上訴人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區營業處九十

三年全工區○○○路工程帶料發包工程，工程承攬總金額為新台幣

104,108,849 元，並由伊繳交合計 1,200 萬元之四紙履約保證金連帶保

證書予被上訴人。伊於契約成立後，雖將系爭工程轉包予訴外人陽榮

松電力工程有限公司，因陽榮松公司自 93 年 8 月 23 日起惡意怠工，

被上訴人同年 9 月 21 日函知伊涉有轉包之違約行為，惟並未主張終

止或解除契約，而由伊自同年 9 月 13 日全面派工施作，至 94 年 4 月

28 日履約完成，並經被上訴人結算驗收合格。詎被上訴人竟於 94 年

4 月 11 日通知沒收履約保證金 1,200 萬元，非惟於法無據，且違反誠

實信用原則，復與政府採購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之公平、合理原則有

違。系爭履約保證金屬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金，伊已完成履約並

估算驗收完成，被上訴人並無損害，且系爭違約金之約定明顯過高，

被上訴人主張沒收之履約保證金應予酌減至 252 萬元為適當，其餘

948 萬元應予返還。縱認系爭履約保證金屬於懲罰性違約金性質，伊

已一部履行債務，亦應依法酌減違約金。況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結算

驗收時，對伊共計罰款 1,126,655 元之違約金，被上訴人縱因系爭工

程轉包受有損害，其金額亦限於 1,126,655 元元範圍，被上訴人重複

計罰違約金，沒收系爭履約保證金，亦欠公允。為此本於履約保證金

返還請求權及不當得利法律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 948 萬元。 

被上訴人則以：系爭履約保證金所擔保者，不僅為契約履行之擔

保，更兼具上訴人於不履行契約或不依契約履行（違法轉包）時，充

                                                 
329 本案相關裁判包括：台南地方法院 95 重訴字第 92 號判決；高等法院 96 重上字第 8 號判決；

最高法院 96 台上字第 159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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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懲罰性違約金性質，並無約定過高情形。上訴人因違法轉包，渠依

政府採購法及系爭工程契約規定，全數沒收系爭履約保證金，並無不

合，且毋庸先行終止或解除系爭工程契約。又上訴人因逾期竣工、施

工不良、工安不良，渠另依工程採購投標須知第五條規定，於系爭工

程結算驗收時，共計罰款 1,126,655 元，與系爭充作懲罰性違約金之

沒收無關，亦非重複計罰違約金。且政府採購法與系爭工程契約禁止

轉包規定之目的，係在禁止得標廠商有轉包之行為，而與得標廠商轉

包後轉包廠商施作比例如何無涉。本件亦無債務一部履行酌減違約金

之適用等情詞，資為抗辯。 

（二）判決理由 

本案原審法院判決中台公司敗訴，惟二審法院改判中台公司勝

訴，被上訴人台電公司應給付中台公司新台幣 948 萬元本息，該判決

並經最高法院肯認。其判決理由為： 

1、轉包沒收條款屬懲罰性違約金 

「查：系爭工程契約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約明：「乙方（按

即上訴人）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六十五條規定轉包者，其所繳納之履

約保證金、差額保證金及其孳息全部不發還」…上開契約條款既明

定：上訴人有轉包行為之違約情事時，即賦予被上訴人不予發還履約

保證金之契約效果，且不以被上訴人受有損害為必要，顯係約定於債

務人不依適當方法履行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金，核其性質屬於懲罰

性罰約金。」 

2、該違約金並無約定過高且無中止或解除契約之先決條件 

「參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

定，而訂定發布『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十五條第二

項：『履約保證金之額度，以不逾預算金額或預估採購總額之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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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原則』、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款：『違反本法（按即政府採購法）

第六十五條規定轉包者，全部履約保證金得不予發還』；系爭工程契

約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為不予發還履約保證金之約定，符合上

開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規，所為約定難認並無依據…此外，上訴人復

未舉證上開違約金有何約定過高情事，其抗辯系爭違約金之約定過高

云云，亦無足採。…上開履約保證金之得否發還或沒收，並非以終止

或解除系爭工程契約為先決條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先行終止或

解除系爭工程契約後，始得依系爭契約第二十六條規定沒收全部之履

約保證金云云，亦嫌無據，同無足採。」 

3、一部履約違約金得予酌減 

「本件上訴人違法轉包時，被上訴人苟依系爭工程契約第二十四

規定終止或解除系爭工程契約時，上訴人既未為債務一部之履行，不

得主張酌減違約金。惟被上訴人未此之為，並未即時終止或解除契

約，而由上訴人完成全部工程，則不論其原因為何，均難掩上訴人確

已為債務一部履行之事實…就上訴人事後依約完成百分之七十九工

程部分，被上訴人確因此而受有一定之利益。系爭 1,200 萬元履約保

證金依系爭工程契約第二十六條規定，得轉換為 1,200 元懲罰性違約

金，則上訴人於履約完成後，主張『比照』被上訴人因其履行百分之

七十九工程所受之利益，按比例減少系爭違約金者，依首開說明，洵

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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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問題討論 

第一款、履約保證金與沒收約款之關係 

（一）履約保證金之抵充約款 

由於履約保證金擔保之效力，係經由契約約定，故通常契約內容

即會載明履約保證金不予發還之情形，以明履約保證金擔保之效力及

範圍。若參考主管機關在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中所擬定

之履約保證金不予發還情形330，可以發現該等約款大抵可以分為「抵

充約款」與「沒收約款」二者。所謂「抵充約款」，係指條款內容會

載明機關因廠商違約所受之損失，得經由保證金之抵充而獲得救濟的

情形。該抵充約款本身並不具請求權之基礎，機關所得向廠商請求賠

償的依據，通常係源於其他法律規定或本於債務不履行關係而來，並

非由抵充約款產生任何之請求權。 

亦即，抵充約款本身並非機關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之依據，而係

具有界定履約保證金之擔保效力及範圍的作用331。例如押標金保證金

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稱之「追償損失」，其請

求依據應屬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332；第 3 款之「減省工料及造成損失

之金額」請求權則為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以及第 5 款「查驗不合

格及所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金」之請求權基礎，則在於

瑕疵擔保及其所衍生之不履行的損害賠償等等。 

                                                 
330 參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四項。 
331 呂彥彬於其論文中表示，抵充約款僅具「宣示」保證金擔保目的及擔保範圍之意義，並認為

即使當事人於擔保約定中未將諸如此類之約款訂入契約之內容，單從被提供之保證金的擔保

目的，亦可直接推導出這類約款所欲傳達或宣示的效果。參考前揭註 34，頁 82。惟契約所欲

界定之擔保範圍並不全然係依據擔保目的所推導，例如，該文指出額外支付之返還請求權，

如屬契約上之不履行損害賠償請求，則應為履約擔保所涵蓋，如係基於不當得利返還請求，

則非擔保目的所涵蓋。惟若參照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第 2 項第 7 款之規

範，則不論是否為不當得利，該額外支付之返還請求權均由履約保證金所擔保。因此，本文

認為抵充約款應不僅止於「宣示」效果，其實亦應具有實質「界定」擔保範圍的意義。 
332 參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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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履約保證金之沒收約款 

至於「沒收約款」，則指該條款內容載明，當一定情形發生時，

機關即得不予發還履約保證金，而發生沒收履約保證金之效果的情

形。例如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第 2 項第 2 款，

違反轉包規定全部履約保證金不予發還；以及同條項第 4 款，因可歸

責於廠商而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全部終止或解除契約時，履約保證金

依比例不予發還等，均為沒收約款之適例。 

沒收約款與抵充約款的差別，在於沒收約款所約定之「一定情

形之發生」，並沒有其他請求權基礎，反而必須依據沒收約款本身來

作為請求的依據。換言之，沒收約款除界定履約保證金擔保之範圍

外，其條款本身亦具有債之約定的性質，與當債務人（廠商）發生一

定之違約情形，而債權人（招標機關）即得請求債務人（廠商）給付

一定金額之違約金約定相當，且依其約定方式，則係以履約保證金之

數額，作為約定給付違約金之數額。 

（三）沒收約款與履約保證金之抵充關係 

由於沒收約款本身具有違約金之債的約定，故實務上常因此而認

定履約保證金係屬違約金，如前揭第一款案例判決即謂「…兩造間關

於系爭履約保證金之約定，係屬懲罰性違約金之性質…」然而，由於

履約保證金具擔保之目的，且沒收約款僅係其擔保項目之一，實不宜

逕因沒收約款的存在，而將履約保證金定性為違約金333。 

因此，關於沒收約款與履約保證金之關係，仍應以擔保之架構解

讀，亦即沒收約款本身雖具有違約金約定之性質，但應認其係約定以

履約保證金數額為違約金之數額，而所謂沒收履約保證金的行為，則

應被評價為以履約保證金抵充該違約金約定所生債務的過程334。如前

                                                 
333 參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款。 
334 呂彥彬，前揭註 34，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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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第二款案例判決所稱：「…履約保證金之性質原在保證廠商依契約

規定履約之用，惟依系爭工程契約第二十六條約定，於上訴人違法轉

包，應負支付懲罰性違約金之責時，履約保證金得全部不予返還，而

寓含以履約保證金轉換為懲罰性違約金支付之意旨」，是就沒收約款

本身所具有之違約金約定性質，與以履約保證金支付違約金之層次，

加以分別，因此也就更能清楚說明履約保證金擔保目的、及其用以抵

充沒收約款所約定之違約金的定位。 

第二款、返還履約保證金之條件何時成就？ 

履約保證金因屬債權之擔保，於廠商完成履約且無待解決事項

時、或於完成抵充相關違約金或損害賠償後尚有餘額時，機關即應將

該作為擔保之履約保證金（或餘額）返還予廠商。唯有爭議者，即保

證人代廠商履行完成時，是否已符合退還履約保證金之條件？如前引

第一款案例情形，廠商即主張其債務已由保證人代履行完成，逾期違

約金亦已由保證人代償付，並無其他違約事項，則履約保證金應即予

返還。 

由於履約保證金之重點在於擔保機關之債權，理論上，無論由廠

商親自履約完成、或係由廠商之保證人代履行335，均不影響機關債權

目的之達成，亦即履約保證金應為債權人債權之擔保，而毋需為廠商

親自履約之擔保，只要機關所欲達成之契約目的完成，債權已獲得實

現時，返還履約保證金之條件即已成就，機關即應返還作為擔保之履

約保證金。惟於此時，履約保證金應返還予原得標廠商抑或代履行之

保證廠商，依契約自由原則，應可由得標廠商及保證廠商自行約定

                                                 
335 保證廠商代得標廠商履行較具爭議者，莫過於其可能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禁止轉包之規

定。如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2 第 2 項：「保證金有不發還之情形者，

得標廠商及連帶保證廠商應向機關補繳該不發還金額中原由連帶保證代之或減收之金額。但

依其情形可由連帶保證廠商履約而免補繳者，應先洽該廠商履約。」其中就洽連帶保證廠商

履約之規定，機關似無否准之權，此時恐產生原得標廠商藉故不履約，而將工程實質轉包予

連帶廠商之流弊。參考陳世超，機關辦理工程採購涉及契約變更爭議之研究，政治大學法學

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2007 年 7 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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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若無約定時，則履約保證金原則上仍應為得標廠商所有，只是保

證廠商得另依保證人代位權主張取得履約保證金（該爭議另於以下之

第三節討論），若保證廠商未主張代位權時，履約保證金仍應歸還予

原得標廠商。 

前引第一款案例之契約約定「得標廠商如不履行合約，除保證金

不予退還外，並應負責賠償本分公司（案指招標機關）一切損失。」

是依該約定方式，當廠商不履約即發生「相當於全額履約保證金」之

懲罰性違約金應予沒收的效果。因違約金於約定之原因事實發生時，

即已獨立存在337，是以當廠商不履約之事實發生，即已使機關取得獨

立之違約金債權，並不會因其後由保證廠商代履行完成而有所影響。

因此，雖然理論上履約保證金應於廠商（或其保證廠商）履約完成、

無待解決事項時返還，但由於在本個案中另有該懲罰性違約金之約

定，使履約保證金已完全用於抵充違約金，所以並無餘額可資返還。

惟類此違約金之規定，是否對機關過於保護，進而影響保證廠商清償

代位權之行使，造成不公平的風險分配等，實值商榷。 

 

第三節、保證人請求履約保證金之爭議 

第一項、問題之提出 

政府採購中有關工程採購部分338，因所涉金額龐大、履約期長，

機關為確保廠商履約，除履約保證金之繳納外，通常亦會要求承攬廠

商須提供連帶保證廠商一併為擔保339。由於連帶保證廠商被要求須具

                                                 
336 保證廠商縱使約定履約完成後，履約保證金歸還予得標廠商，亦不代表其已抛棄保證人之代

位權。參考最高法院 89 年台上字第 387 號判決：「…高雄國宅處復辯稱依附約第七條約定，

大清公司同意伊直接將保證金返還四海公司，大清公司已抛棄保證人之代位權，為大清公司

所否認，高雄國宅處未能證明大清公司已抛棄保證人之代位權，其此部分辯解即不足採。」 
337 最高法院 42 年台上字第 497 判例：「雙方約定違約金之債權，於約定之原因事實發生時，即

已獨立存在。定作人於遲延後受領工作時，雖因未保留而推定為同意遲延之效果，仍不影響

已獨立存在之違約金債權。」 
338 財物採購及勞務採購甚少採用保證廠商，應係無由保證廠商代為履行之實益。 
339 政府採購法施行前，依稽察條例規定承攬廠商應繳納履約保證金或取具殷實舖保，兩者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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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承攬廠商相同之履約資格及能力，因此，如果承攬廠商因故無法

履行工程時，機關即得請求連帶保證廠商接續完成未履行之工程，而

免除再為重新招標之困擾。就機關欲完成工程之目的而言，連帶保證

廠商的利用，顯然較以履約保證金抵充損害賠償為方便且更為實際。 

惟當發生承攬廠商違約而由保證廠商代履行完成時，保證廠商之

保證責任因其履行而消滅自不待言，而該同時，履約保證金所擔保之

履行請求權（反之，即為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因保證人代

債務人履行完畢而消滅，因擔保目的達成，機關自負有返還履約保證

金之義務，只是該履約保證金應返還承攬廠商、抑或保證廠商？常衍

生爭議。雖然實務上保證廠商在代履行之初，通常會與承攬廠商簽立

有關協議書，以針對後續工程施作責任、貨款、保留款、保證金等等

權利義務之歸屬預作安排，但由於協議當時，雙方對於其後之風險事

實上甚難掌握，保證人於代完工後始發現蒙受重大損失時，自然希望

能藉由履約保證金之請求，以填補所發生的損害。至於承攬廠商一

方，其無法履約通常係因發生財務困難，致該承攬廠商之其他債權人

多會在此時聲請扣押命令，禁止機關對承攬廠商貨款債權或保證金債

權之清償，而使得履約保證金返還爭議問題，更形複雜。 

 

                                                                                                                                            
即可，惟實務作法均多較為嚴格，有併採履約保證金及連帶保證廠商擔保之作法，如本節援

引之案例即是。另參考杜辰生，工程保證制度之探討，保險專刊第 11 輯，1988 年 3 月，頁

83。而政府採購法施行後即要求機關不得併採，如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工程企字第

8813025 號函釋謂：「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不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得標廠商除繳納

履約保證金外，併須提供兩家舖保，請 查照。」且對以廠商保證代保證金之作法，亦僅限未

達公告金額之採購案，公告金額以上均不得以廠商保證代保證金，其理由如行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88）工程企字第 8808991 號函釋：「…以同業廠商之連帶保證代替保證金之作法，其

流弊例如得標廠商故意不履約藉以轉手予保證廠商、保證廠商脫產等情形，爰於前揭辦法限

制其適用範圍。」惟至 91 年 3 月 26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復修正「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始增列允許公告金額以上採購亦得採用保證廠商擔保並減收履約保證金之額

度，亦即採購案亦將同時有廠商保證及履約保證金存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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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實務案例 

第一款、最高法院 90 台上字第 2138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340 

訴外人四海工程有限公司於民國 73 年 2 月 10 日承攬上訴人高雄

市政府國宅處招標之「高雄市旗津區國宅社區土木建築工程」，承攬

契約總價新台幣 103,600,000 元、履約期限 350 工作天，由四海公司

交付 2,500 萬元定存單設定質權予高雄國宅處為履約保證金，並邀被

上訴人大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連帶保證廠商。嗣 73 年 10 月間四海

公司發生財務困難無法施工，經兩造與四海公司於 74 年 1 月 7 日訂

立工程附約書由大清公司續作，全案並於 75 年 6 月 24 日完工取得使

用執照。其中大清公司因代履行成本扣除所領工程款損失 28,773,441

元，經四海公司承認而成立訴訟上和解。而大清公司與國宅處因他案

給付工程款訴訟中，以簽訂附約拖延工期 76 天全係四海公司違約所

致，應給付之違約金經法院裁定為 500 萬元，由大清公司可請求之工

程款中扣除。大清公司乃起訴主張，因代四海公司清償履行未竣工程

受有損失 2,800 餘萬元，且已代償四海公司逾期違約金新台幣 500 萬

元，爰依民法第七百四十九條規定，請求高雄國宅處應將對四海公司

定期存款單 2,500 萬元之權利質權移轉並交付予伊。 

高雄國宅處則以大清公司於訂立附約後，已承擔四海公司全部債

之關係所生法律地位，其保證人身分已為主債務所吸收而消滅；又保

證金扣除因逾期之違約金尚有不足，且法院已以扣押命令禁止債務人

四海公司收取工程款及保證金應領而尚未領取之債權，伊不能將系爭

                                                 
340 參考本案相關判決：高雄地方法院 77 重訴字第 2887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2 重上

字第 79 號判決、最高法院 87 台上字第 64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7 重上更一字第

21 號判決、最高法院 89 台上字第 387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9 重上更二字第 10
號判決、最高法院 90 台上字第 213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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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質權移轉被上訴人等，以資抗辯。 

（二）判決理由 

本案第一審及第二審法院判決保證人大清公司敗訴，經二次發回

更審後改判大清公司勝訴，其判決理由： 

1、大清公司係以保證人地位代履行 

「經查兩造及四海公司於 74 年 1 月 7 日訂立工程附約，其工程

附約除第一條約定由被上訴人承受四海公司之權利及義務，代替四海

公司繼續完成工程外，其第二條、第三條明定：『乙方（即四海公司）

依原合約所負一切義務仍繼續存在，不因未施工部分工程而由其保證

廠商承建而歸於消滅』、『工程附約訂立日前乙方如有違約或損害賠償

責任，乙、丙（即四海公司及被上訴人）雙方及原合約中其他保證人

均仍應負連帶責任』等語……足見上訴人係以保證人地位代四海公司

完成未竣系爭工程，被上訴人仍具有保證人身份，上訴人亦未免除被

上訴人保證人之責任，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變為主債務人，其保證

人之身分已因混同而消滅云云，自無可採。」 

2、保證人代位行使原債權包括原債權之擔保 

「…保證人向債權人為清償或其他消滅債務之行為後，當然取代

債權人之地位，得於清償之限度內，行使原債權之權利。保證人既得

代位行使該原債權，解釋上包括原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權利，即應

一併移轉於保證人，不因債權人於該受償限度內，對主債務人已喪失

其債權之請求權而影響該代位權之存在。……本件四海公司提供設定

質權予上訴人之如附表四張定期存款單，為四海公司履行系爭工程契

約之擔保。系爭未竣工程已由被上訴人以保證人之地位代替四海公司

完工……則本件系爭權利質權為上訴人對主債務人四海公司之擔保

物權，揆諸上述說明，在保證人即被上訴人以其保證人地位代主債務



 125

人四海公司向債權人即上訴人完工之範圍內，系爭權利質權應移轉與

被上訴人，應無疑義。」 

3、逾期違約金請求已判決確定不得再為主張 

「…按關於上訴人所稱逾期完工之天數及可得請求之違約金應

核減為五百萬元，並已從被上訴人工程款中扣除，業經原法院八十二

年度重上更(二)字第二六號給付工程款事件判決確定在案，該逾期天

數及違約金請求部分既已判決確定，上訴人再以完工逾期及違約金之

請求權，辯稱上訴人可行使質權，拒絕被上訴人請求移轉質權云云，

委無足取。」 

4、扣押命令不妨害大清公司請求移轉權利質權 

「…查前開扣押命令所扣押者係屬四海公司對上訴人之工程款

及押標金（保證金），尚未領取之債權，非扣押上訴人對四海公司之

債權及權利質權，故該扣押命令並不妨害上訴人對四海公司債權及權

利質權之行使，自亦不能妨礙被上訴人依民法第七百四十九條之規定

請求上訴人移轉其對四海公司之權利質權。」 

 

第二款、最高法院 92 台上字第 691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341 

訴外人明記營造有限公司於民國 82 年 6 月間，向台灣新竹地方

法院暨檢察署（下稱新竹院檢）標得「台灣苗栗地方法院暨檢察署聯

合辦公大樓土木建築工程」，以上訴人富邦商業銀行台中分行簽發之

                                                 
341 本案相關判決：臺中地方法院 86 重訴字第 510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87 重上字第

33 號判決、最高法院 88 台上字第 1078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88 重上更一字第 20
號判決、最高法院 90 台上字第 35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0 重上更二字第 4 號判

決、最高法院 92 台上字第 69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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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2,150 萬元定存單設定質權予新竹院檢，作為該工程之履約保

證金，並邀被上訴人鎮山營造有限公司等為連帶保證人。嗣因明記公

司財務困難無法施作，而追加訴外人亞新營造有限公司為連帶保證

人，並於 84 年 11 月 3 日協議由亞新公司概括承受明記公司之權利義

務，並依約定將原由明記公司提供設定質權之定存單存款名義人變更

為亞新公司。富邦商銀並函復表明已辦妥質權登記事宜，且願拋棄對

設質存單行使抵銷權。嗣亞新公司又因財務困難無法施作，復於 85

年 6 月 27 日協議由鎮山公司接續施工，完成履約。鎮山公司起訴主

張，以亞新公司已協議將定存單債權讓與伊，且其代亞新公司履行工

程墊支 9,100 餘萬元，爰依債權受讓人之消費寄託物返還請求權、質

權受讓人之質權實行權、保證人代位權及第三人清償代位權等法律關

係，請求命富邦銀行給付 2,150 萬元及至清償日止之利息。 

富邦銀行則以：系爭定存單約定不得讓與，且被上訴人未依協議

書辦理存款名義變更，自未取得該存款債權；且新竹院檢已明示質權

消滅無從讓與；又被上訴人係概括承受亞新公司就系爭工程之權利義

務而為契約當事人，並非第三人代為清償，自無民法第 312 條規定之

適用等，資為抗辯。 
 

（二）判決理由 

本案判決保證人鎮山公司勝訴，其判決理由： 

1、亞新及鎮山公司連帶保證地位未變更 

「…本件由訴外人亞新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亞新公司）、明記營

造有限公司（下稱明記公司）及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暨檢察署（下稱新

竹院檢）所簽立之履約協議書，或被上訴人於民國八十五年六月二十

七日與新竹院檢、亞新公司所簽立之履約協議書觀之，該二書證均僅

係明記公司與新竹院檢間就台灣苗栗地方法院暨檢察署聯合辦公大



 127

樓興建工程合約之一部分，非獨立之承攬契約，亦未變更被上訴人、

亞新公司等為連帶保證人之地位。被上訴人本於其為明記公司連帶保

證人或亞新公司之利害關係人地位，……均屬有據。」 

2、該權利質權因保證人清償而法定移轉予保證人 

「…系爭定期存單係為新竹院檢設定權利質權，以擔保不履行契

約之損害賠償，是利害關係人或連帶保證人因清償，而使主債務人消

滅債務時，依民法第三百十二條及第七百四十九條規定，清償之利害

關係人或保證人因法律規定移轉而當然取得原債權人之債權及從屬

之權利，主債權人之權利固已因利害關係人之清償而消滅，但債權及

從屬權利本身非當然消滅。本件被上訴人基於連帶保證人之責任，而

承接明記公司、亞新公司未完成之系爭工程，既已竣工並經驗收，系

爭存單存款之權利質權，復依上開規定移轉與被上訴人，該法定移轉

自不受任意約定之限制。」 

3、保證人代償額度已逾定存債權而取得全部質權 

「…其次，系爭工程驗收扣款之新台幣（下同）11,395,831 元乃

明記、亞新公司向新竹院檢領取之工程款，嗣後未施作或不符，而由

新竹院檢自被上訴人所得領取之款項中扣除之部分；另 12,870,775 元

亦係明記、亞新公司領取之工程款，後由被上訴人負責施作部分，二

者合計達 24,266,606 元，均係新竹院檢在被上訴人承接以前即得向明

記及亞新公司請求賠償之款項，並由被上訴人代為履行。故被上訴人

就此二部分取得新竹院檢對亞新公司之債權數額……已超過系爭定

期存款債權 21,500,000 元，被上訴人就該定期存款債權自已全數取得

權利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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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問題討論 

第一款、保證人清償與債務承擔 

依據上述實務案例觀察，當工程採購契約之保證廠商對履約保證

金提出主張時，無論是保證廠商與機關、抑或保證廠商與保證金存款

銀行間之爭議，其所爭執的重點，首在於保證廠商係以保證人身份履

行、抑或是以主債務人之身份履行自己的債務？蓋因實務上發生承攬

廠商無法履約，而要求保證廠商承接後續工程時342，多會由機關、承

攬廠商及保證廠商三方共同簽署工程附約或協議書，而其內容通常包

括：「…（保證廠商）承受○○公司（承攬廠商）之權利及義務，代

替○○公司繼續完成工程……」或「…丙方（保證廠商）自本協議書

成立日起，凡乙方（承攬廠商）應承作而未作之工作及已作部分之瑕

疵、補正等，概由丙方負責施工，並應遵守原契約乙方應負之全部義

務……」，以及「…丙方（保證廠商）履行原契約之報酬所得，由丙

方開立發票逕向甲方（機關）具領，與乙方（承攬廠商）無涉……」

等，似有由保證廠商概括承受承攬廠商債權債務之內涵，因此產生保

證廠商係債務承擔而非履行保證人義務之爭議。 
 

（一）保證 

依據民法第 739 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

方之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由其代負履行責任之契約。」依此定義，

保證係為確保一定債務之履行為目的，而由保證人與債權人締結之契

約。該契約雖以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由保證人代負履行責任為其內

                                                 
342 業主於承商違約時，可能採取兩種處理方式：一是將承商驅逐出場，通知保證人進場施作；

一是終止與承商間之契約，通知保證人進場施作時另訂新契約，新契約中同時要求保證人須

再找兩名連帶保證人，此際，連帶保證人已轉變為承商。參考劉志鵬，工程契約連帶保證人

之責任，律師雜誌第 265 期，2001 年 10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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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保證人在保證契約中並無利益第三人（債務人）、承擔債務或

加入該主債務關係之意思343。由於保證為擔保一定債務之履行為目

的，因此必先有一主債務之存在為前提344，故保證契約係從屬於主債

務的從債務（從契約）。此外，因保證契約中僅債務人對債權人負保

證債務，債權人並未相對負擔債務，故保證是為單務契約。又因保證

人通常並不自債權人取得報酬，無互為報償之對價給付，故保證通常

亦為無償契約345。至於保證人為何願為債務人提供保證，係存在於保

證人與債務人間之內部關係（或謂補償關係），而該內部關係之障礙

並不會影響保證契約的效力，因之，保證契約相對於內部關係是無因

的346。 

保證契約之特性表現在其具獨立性、從屬性、補充性及無專屬性

347等方面。由於保證契約與主契約分屬二個不同的契約，因此保證契

約是否成立、生效及履行等仍依保證契約本身而定，故稱之為保證契

約的獨立性348；保證契約的從屬性，主要展現在其成立、移轉、消滅、

範圍及權利行使等從屬於主債務而言；保證契約的補充性，係指主債

務人負第一次之責任，保證人負第二次責任之謂，故保證人於債權人

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行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349；

                                                 
343 黃茂榮，前揭註 50，頁 317。 
344 民法第 743 條：「保證人對於因行為能力之欠缺而無效之債務，如知其情事而為保證者，其保

證仍為有效。」所規定無效債務之保證是為例外。該條有認為係保證人有獨立負擔債務之意

思，因而在保證人與主債權人間成立一擔保契約或謂損害擔保契約；另一說則認為係保證人

擔保債權人因主債務無效而就其已為之給付而生之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負保證責任。參考楊

淑文，論連帶保證與連帶債務──最高法院八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一八一五號民事判決評釋，

收錄於氏著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爭議問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2006 年 6 月初版第 1
刷，頁 13。 

345 保證人如與主債務人約定，因其出面保證而向主債務人或第三人取得報酬者，仍係保證人與

主債務人間原因關係之事項，與保證契約本身究為有償或無償無關。參考邱聰智，新訂債法

各論（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2003 年 7 月初版第 1 刷，頁 498。 
346 黃茂榮，前揭註 50，頁 317-318。 
347 杜怡靜，保證，收於黃立主編民法債編各論（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2 年 7 月初

版第 1 刷，頁 582-587。 
348 最高法院 85 年度台上第 2143 號判決：「保證契約係保證人與債權人間所締結之契約。保證債

務之存在，固以主債務之存在為前提，惟保證契約與主債務人及債權人間所成立之債權債務

契約，究屬二個獨立存在之契約。非可因保證債務有其從屬性，或因該二契約形之於同一書

面上，即可置保證契約之獨立條款於不論。」 
349 民法第 745 條：「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行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

絕清償。」是為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惟依第 746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可約定由保證人抛棄

該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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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無專屬性，係指保證可為繼承之標的，除當事人有特約外，如保

證人死亡，債權人仍可向保證人之繼承人請求履行保證責任350。 

至於實務上常見之連帶保證，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連帶負履行

債務之責任351而言，債權人得對債務人或保證人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

或一部之給付，保證人不得主張先訴抗辯權而拒絕給付。亦即連帶保

證人並不具一般保證之補充性，惟因本質仍為保證，有關保證從屬性

之規定仍有適用352。 

至於連帶保證是否即為連帶債務，實務見解不一353。然依據「履

行共同說」354或「同一階層說」355之理論加以觀察，連帶保證人清償

債務後，主債務人並不能援引民法第 274 條主張主債務之消滅，是主

債務人與保證人並非履行共同體；又連帶保證人清償後，得依民法第

749 條承受債權人對主債務人之債權，是連帶保證人與債務人所負債

務非同一階層債務，因此，連帶保證並非連帶債務356。 

                                                 
350 杜怡靜，前揭註 347，頁 587。 
351 最高法院 46 年台上字第 386 號判決：「按連帶保證債務，其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

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故連帶保證債務與普通保證不同，緃使無民法第七百四十

六條所指之情形，其保證人亦不得主張同法第七百四十五條，關於先訴及檢索抗辯之權利，

此就同法第二百七二條第一項所定之文義視之甚明。」 
352 如民法第 741 條有關保證債務之從屬性、第 739 之 1 條有關保證人權利抛棄之禁止、第 742

條有關保證人之抗辯權、第 742 之 1 條有關保證人之抵銷權、第 744 條有關保證人之拒絕清

償權、第 747 條有關請求履行及中斷時效之效力、第 751 條有關保證責任因債權人抛棄擔保

物權而減免、第 752 條有關定期保證之免責、第 754 條有關連續債務保證之禁止、第 749 條

有關保證人與主債務人間之承受權、第 750 條有關保證責任除去請求權等。參考杜怡靜，前

揭註 347，頁 609。 
353 肯定說，如最高法院 76 年台上字第 2381 號判決：「按連帶保證人，即屬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

所稱之連帶債務人。債權人自得直接對之為履行債務之請求。」否定說，如最高法院 76 年台

上字第 963 號判決：「在民法上無所謂連帶保證，實務上所謂之連帶保證，僅為喪失先訴抗辯

權之保證而已，除此而外，仍不失其保證之性質。此種保證，雖債權人得逕向保證人為全部

給付之請求，保證人不得提出先訴抗辯權，然保證人與主債務人之內部關係，不生民法第二

百八十條所定內部分擔之問題，核與連帶債務之性質顯不相同，豈可將連帶保證與連帶債務

混為一談。」 
354 履行共同說，主張連帶債務之同一性表現在債務人之共同履行，即其中之一債務人向債權人

為給付，亦使其他債務人之債務消滅，即連帶債務人間為一履行共同體。參考楊淑文，前揭

註 344，頁 35。 
355 同一階層說，主張如數債務屬於同階層，則為連帶債務，否則即不屬之。至於數債務間是否

屬同一階層，則須由債務人與債權人間之法律關係觀察而知。不同階層之債務，必有一債務

人必須終局負責，此債務人即為真正之第一債務人。第一債務人之給付使其他次要債務人之

給付義務歸於消滅，惟其他次要債務人對債權人之給付，並不免除第一債務人之給付義務。

參考楊淑文，前揭註 344，頁 35-36。 
356 楊淑文，前揭註 344，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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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連帶保證與連帶債務在免除債務之效力上以及求償之依據

也不相同。按民法第 276 條規定，債權人向連帶債務人之一人免除債

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

他債務人仍不免其責任；反之，債權人如向保證人免除保證債務，主

債務仍然存在，即保證債務從屬於主債務，但主債務之存在與消滅並

不受保證債務之影響。至於連帶債務人因一人清償，得依民法第 281

條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然而連帶保證人清償後，卻

得依民法第 749 條規定，承受債權人對主債務人之債權，而向主債務

人為全部之求償357。 

（二）債務承擔 

所謂債務承擔，按民法第 300 條規定：「第三人與債權人訂立契

約承擔債務人之債務者，其債務於契約成立時，移轉於該第三人。」

是經該契約之成立而使原債務人脫離債之關係，稱之為免責的債務承

擔。然實務上亦承認有併存的債務承擔（亦稱為附加的債務承擔或重

疊的債務承擔），即原債務人並未脫離債務關係的情形，而由原債務

人就其債務仍與該第三人（承擔人）連帶負其責任358，承擔人的責任

與原債務人（於加入時）相同，債權人僅能受領一次之給付359。併存

之債務承擔並無真正債之承擔，因為第二債務人加入，原債務人之義

務並未被取消或減少，只是原債務人之關係擴張而成為連帶債務360，

                                                 
357 楊淑文，前揭註 344，頁 37-39。 
358 最高法院 49 年台上字第 2090 號判例裁判要旨：「債務承擔，有免責的債務承擔及併存的債務

承擔之別，前者於契約生效後原債務人脫離債務關係，後者為第三人加入債務關係與原債務

人併負同一之債務，而原債務人並未脫離債務關係。」、最高法院 85 年度台上字第 1168 號判

決：「…惟按第三人與債權人訂立契約承擔債務人之債務者，其債務固於契約成立時移轉於該

第三人。惟第三人與債權人訂立契約，如係由第三人加入為債務人，而與原債務人就同一債

務各負全部責任者，雖學說上稱為重疊的債務承擔，究與民法第三百條所規定之免責的債務

承擔不同，原債務人就其債務仍與該第三人連帶負其責任。……」 
359 最高法院 48 年台上字第 199 號判決：「第三人向債權人訂立承擔債務之契約者，債權人因承

認契約之效力，雖得向第三人為履行債務之請求，但原債務人嗣後已實行清償，承擔人即非

不得為免責之主張。」 
360 黃立，前揭註 45，頁 660。「原債務人或債務承擔人之清償均使債權人之債權實現，而使全部

債務歸於消滅，符合民法第 274 條之規定，屬於同一階層債務，二債務人間更屬履行共同體，

故應認為原債務人與債務承擔人間成立連帶債務。」參考楊淑文，前揭註 344，頁 41。惟亦

有主張係成立不真正連帶債務者，如：「就債權人與承擔人間訂立之承擔契約言，承擔人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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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之給付內容並未變更。 

由於併存之債務承擔中，承擔人與原債務人為連帶債務關係，就

連帶債務相關規定均有適用361。而承擔人清償因屬為自己債務之清

償，因此對於保證人並無求償權362，至於承擔人對原債務人是否有求

償權，應視承擔人與債務人間之補償關係而定363。是以，承擔人在考

量是否為債務承擔時，所考慮者不是原債務人之支付能力，而是自己

因承擔有何利益，這將取決於承擔人與原債務人間之補償關係，而非

代償債務之求償權364。 

（三）連帶保證與併存債務承擔之差異 

1、一般保證或連帶保證都係為他人之債務擔保，而併存之債務承擔

則係創設自身之債務365。 

2、一般保證或連帶保證都具從屬性，其成立、移轉、消滅、範圍及

權利行使等皆從屬於主債務，與主債務同其命運。然而併存之債

務承擔，雖在成立時需以債務人之債為前提，是其成立固具有從

屬性，但在其成立之後，關於債務之存續或消滅等則與原債務人

                                                                                                                                            
債務人係基於各別之原因負擔同一內容之債務，是解為兩者係負擔不真正連帶債務為妥。」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論下冊，三民書局經銷，2006 年 1 月修訂版，頁 1007；另謂：「蓋以連

帶債務之成立，如非明示，須有法律明文可據，依判例創設連帶債務，似與第二七二條之既

定法律政策有背；而且，有關連帶債務之規定，於併存承擔是否可以適用，不無疑問。此外，

原債務無效或得撤銷者，併存承擔契約因之無效，似亦無連帶債務之適用。足見，就性質而

言，認併存承擔係不真正連帶債務，其見解始較妥當。」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下），

華泰文化事業公司經銷，2001 年 2 月新訂一版一刷，頁 300-301。 
361 楊淑文，前揭註 344，頁 40。 
362 最高法院 91 年度台上字第 1741 號判決：「按第三人與債權人訂立契約，約定由第三人承擔主

債務人之債務，而主債務人與連帶保證人仍負同一之債務者，為併存的債務承擔，即由該第

三人加入債務關係，與主債務人及連帶保證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責任。又連帶保證人

向債權人為清償後，於其清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且連帶債務人中

之一人，因清償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

時起之利息，為民法第七百四十九條本文及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一項所明定，該連帶保證人中

之一人於代為清償後，固得請求其他連帶保證人償還各自分擔部分，亦得承受債權人對於主

債務人之債權而向主債務人請求償還，然相對於連帶保證人之主債務人，乃係債務之最終應

負清償責任之人，其本身及其承擔債務之人於向債權人為清償後，除另有約定外，當不得適

用上開規定，向連帶保證人請求償還。且該債務已因主債務人或其承擔債務人之清償而消滅，

債權人亦無債權可得讓與他人而由該他人再向連帶保證人求償。」 
363 黃茂榮，有益費用之償還義務及其保證或承擔──最高法院九十二年度臺上字第一五四○號

民事判決，植根雜誌第 20 卷第 5 期，2004 年 5 月，頁 226-227。 
364 黃茂榮，前揭註 50，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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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債務分離、各自獨立，而無所謂的從屬性可言366。 

3、一般保證或連帶保證於清償後，對債務人有求償權，可依據民法

第 749 條規定承受債權人之權利。而併存之債務承擔，則不因清

償而享有對原債務人之清償代位權，基本上承擔人對原債務人之

求償權，須以承擔人與原債務人間之補償關係（例如委任契約）

而定367。 

（四）小結 

保證與併存之債務承擔其法律性質及效果均有所不同，惟於實務

案例中如何區分，則頗為困難。例如，工程採購實務保證廠商承接承

攬廠商未竣工程，究係屬保證人清償抑或債務承擔，如未能於承接之

附約或協議書明確約定時，即生解釋上之爭議。 

然而，如前所述，債務承擔係成立連帶債務關係，承擔人履約係

以自己之債務為清償，因此並無民法第 749 條規定承受債權人權利之

適用，而僅能依其與原債務人間之補償關係請求；而如為保證人清

償，即可依據民法第 749 條規定承受債權人之權利，同時亦能依其與

原債務人間之內部關係（補償關係）請求。是以，債務承擔人之責任

即較保證人為重。而當事人之真意為何既有疑義時，因債疑自當惟

輕，故解釋上應採先保證而後債務承擔的順序368。 

此外，保證與債務承擔之區別，亦可由其是否為連帶債務作判

斷。參照德國法上之通說，連帶債務之成立以複數債務間具有同一階

層性為要件，即一債務人就債之履行或清償不具備債務人本身之固有

利益，而在擔保他人債務之履行時，即非債務承擔而為保證契約。亦

即債務人未明示加入他人之債務而為債務人時，解釋上須判斷義務人

本身是否有固有之經濟利益，或僅係擔保他人之債務而異其適用結果

                                                                                                                                            
365 黃立，前揭註 45，頁 651。 
366 黃立，前揭註 45，頁 651。 
367 楊淑文，前揭註 344，頁 41；黃茂榮，前揭註 363，頁 226-227。 
368 黃茂榮，前揭註 363，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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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由於工程採購實務中，保證人接手承攬廠商工程之情形，除得標

廠商故意不履約藉以轉手予保證廠商者外，實難謂保證人有何固有之

經濟利益可言。畢竟，保證人除後續工程之施作外，通常亦承擔了原

承攬廠商之瑕疵修補、逾期違約金等責任，而工程轉手之介面一般而

言也遠較自己承接工程為複雜、且有耗費更高成本等等問題。因此，

在保證人承接承攬廠商未竣工程之情形，除於協議中明白表示係債務

承擔而為主債務人外，解釋上仍應以保證人清償較能符合制度上的合

理性及各方權利義務上的均衡。 

 

第二款、保證人之清償代位權 

前述案例，在認定保證廠商係以保證人地位為清償後，依據民法

第 749 條規定：「保證人向債權人為清償後，於其清償之限度內，承

受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益。」其性

質為債權之法定移轉370，效力與債權讓與相同，故除原本債權之外，

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利亦隨同移轉於保證人。因此，理論上

履約保證金如為債權之擔保，自應在保證人代為清償後隨同移轉予保

證人。 

然有爭議者，即履約保證金所為擔保之債權為何？是否已為保證

人所清償而發生移轉債權之效力？如最高法院 90 年台上字第 354 號

判決謂：「…系爭工程既因被上訴人以連帶保證人之地位，將之承造

完成並驗收完竣，關於系爭存單之質權所擔保之不履行契約之損害賠

償，自未發生，新竹院檢對明記營造公司或亞新營造公司，即無債務

不履行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之可言。茍係如此，被上訴人代位新竹院
                                                 
369 楊淑文，前揭註 344，頁 41-42。 
370 最高法院臺上字第 1774 號判決：「保證人向債權人為清償後，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

於其清償之限度內，移轉於保證人，民法第七四九條定有明文。從而保證人如已向債權人為

清償，並對主債務人有求償權，不論保證人就債務為全部清償或一部清償，於其清償之限度

內，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及擔保物權，當然移轉於保證人。換言之，此之移轉屬於法

定移轉，無須當事人之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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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行使之權利為何？是否為系爭存單設定之權利質權所擔保？被上

訴人得否『代位行使新竹院檢之質權權利』？不無疑義。」 

  

（一）清償代位 

清償代位，或稱代位清償、承受權371，乃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因

清償債務，對於債務人有求償權時，為確保其求償權之效力，在其清

償之限度內，債權人之債權在法律上當然移轉於清償人，俾得代位行

使之謂372。清償代位之性質，通說為「債權移轉說」373，即認為第三

人清償之後，債權人之債權雖然對於債務人相對消滅，可是為清償人

之利益存續，而移轉由清償代位人取得374。至於代位權及求償權之關

係，我國通說375採「主從競合說」，即認為代位權是從屬於求償權的

存在及其範圍，如清償人無求償權時，自亦無代位權可言376。 

依照我國民法之立法形式，除於民法第 312 條377對第三人清償為

                                                 
371 民法第 312 條於民國 88 年修正前條文為：「就債之履行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為清償者，得按

其限度就債權人之權利，以自己之名義，代位行使。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益。」修正理

由謂：「為避免與第二百四十二條代位權之意義混淆，爰參照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七百

四十九條規定之體例，將其中『得按其限度就債權人之權利，以自己之名義代位行使』等文

字修正為『於其清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人之權利』。」因此自修正後亦有稱之為「承受權」。 
372 鄭玉波，前揭註 36，頁 514。 
373 清償代位之性質除債權移轉說外，學說上另有（一）債權買賣說：謂第三人所以清償，其目

的在乎買取該項債權，故其債權之代位，係由買賣而來；（二）擬制移轉說：謂債權因清償而

消滅，但法律上擬制其尚存續，而移轉於為清償之第三人；（三）賠償請求權說：認債權因清

償而消滅，不過法律對於第三人重新賦予賠償請求權。參考鄭玉波，前揭註 36，頁 514-515。 
374 黃麟倫等，代位清償制度之意義與機能──民法研究會第 22 次學術研討會紀錄，法學叢刊第

183 期，2001 年 7 月，頁 120。 
375 代位權與求償權之關係除主從競合說之外，尚包括（一）獨立競合說，認為代位權是獨立的

求償手段，與求償權獨立併存，並無何者為前提要件的問題，其間關係依照一般請求權競合

理論解決即可；（二）求償權為代位權之抗辯說，認為求償權只是代位權的抗辯事由，代位人

行使代位權時，無須就求償權負主張及舉證之責，如求償義務人認為內部關係無求償權或求

償數額低於代位權數額時，即應由求償義務人提出抗辯並負主張及舉證之責；（三）代位權是

求償權的補充，認為代位權係在沒有求償權時少有意義；（四）求償關係單一說，基於請求權

規範競合論的立場，認為代位權及求償權不過是複數的制定法基礎產生的單一之求償請求

權，反對以往通說認為兩個權利是請求權競合的觀念。參考黃麟倫等，前揭註 374，頁 121。 
376 最高法院 80 年台上字第 153 號：「保證人於履行保證債務後，對於主債務人行使求償權時，

得依民法第七百四十九條規定代位債權人地位行使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是行使代位權

為使求償權易於實現之方法。保證人對於債務人如無求償權，即無代位權可資行使。代位權

以確保求償權得獲清償為目的，故因代位權而移轉於保證人之債權，包括債權之擔保及其他

從屬之權利。」 
377 民法第 312 條條文：「就債之履行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為清償者，於其清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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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之規定外，亦有各別於民法第 281 條第 2 項378之連帶債務人清

償、第 749 條379保證人清償、第 879 條第 1 項380物上保證人清償為列

舉之規定，故實務及學說準此，將我國清償代位之制度區分為「一般

第三人之清償代位」以及「共同債務人之清償代位」二種381。 

民法第 749 條規定保證人清償代位，為共同債務人清償代位類型

之一，係保證人於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代負履行責任，基於其求償

權而得承受債權人之權利的規定。由於對債權人而言，保證人所履行

者係清償自己之保證債務，因此與民法第 312 條規定之第三人清償仍

應有所區別382。除此之外，保證人清償代位權之性質與第三人清償代

位並無不同，均為法定之債權移轉，因此無須當事人之同意383，其效

力與第三人清償之規定相同，即債權法定移轉於保證人，該債權之擔

保（包括人之擔保及物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利亦隨同移轉於保證

人。 

（二）履約保證金擔保之債權 

履約保證金之目的384在於作為廠商（債務人）履約之擔保，以確

保招標機關（債權人）債權可以實現。亦即，當招標機關與廠商訂定

採購契約而發生債之關係385時，依據民法第 199 條第 1 項規定：「債

                                                                                                                                            
人之權利，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益。」 

378 民法第 281 條條文：「連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致他債

務人同免責任者，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時起之利息。前項情形，

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債權人之權利。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益。」 
379 民法第 749 條條文：「保證人向債權人為清償後，於其清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人對於主債務

人之債權。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益。」 
380 民法第 879 條第 1 項條文：「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權人實

行抵押權致失抵押物之所有權時，該第三人於其清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債

權。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益。」 
381 黃麟倫等，前揭註 374，頁 121。有謂我國民法係就共同債務人採列舉主義，就第三人採概括

主義，而此所謂第三人，應解釋為共同債權人以外之第三人。參考史尚寬，論清償代位，收

錄於鄭玉波主編，民法物權論文選輯（中），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 年 7 月初版，頁 934。 
382 李彥文，關於保證人、物上保證人及擔保物第三取得人清償代位之研究，台灣本土法學第 30

期，2002 年 1 月，頁 37。 
383 最高法院臺上字第 1774 號判決，參考前揭註 370。 
384 詳本論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相關論述。 
385 債之關係可因法律行為或法律規定而發生，法律行為包括：單方法律行為或契約；法律規定

則包括：侵權行為所生債之關係、不當得利所生債之關係、無因管理所生債之關係、由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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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反之，債務人則有依債

之本旨實現給付之義務，是為債務履行。而履約保證金所為履約之擔

保，理論上即應認為，係擔保債權人對債務人之履行請求權的實現。

而通常當債務人確實完成債務履行，擔保之目的已達成，該擔保即可

謂溯及既往的成為多餘386，然其所擔保之主債權係因清償而消滅，並

不能謂其自始不曾存在。 

至於當廠商無法依債之本旨為給付時，由於債務不履行，使債之

關係走向與原先計劃不同的途徑，此時因法律規定而產生債之標的變

更，例如所負債務由履行變成了損害賠償387，是以履約保證金原所擔

保的履行請求權，也就變成為不履行之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另一方

面，由於採購契約債務人所給付之內容並非金錢，理論上無法用履約

保證金（金錢）直接代替給付。亦即，此時履約保證金所為確保之債

權，原則上也已不是擔保契約原定給付內容的實現，而僅僅在於確保

招標機關（債權人）因廠商違約行為所得主張之相關請求，得以滿足

388。 

惟因廠商違約，其履約保證金擔保標的，基於法律規定變更為債

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並不因此而謂履約保證金非為原債權

（履行請求權）之擔保389，且依據契約所約定之擔保效力，原則上亦

不僅止於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應包括瑕疵擔保請求權、

依契約約定之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違約金請求權以及已支領價

金返還請求權等390。 

                                                                                                                                            
所有人與占有人間關於返還所生給付關係、遺失物之拾得人與遺失人間所生之債、基於添附

混同等所生債之關係、因共有所生債之關係、因監護關係所生債之關係、繼承回復請求權、

扶養請求權、締約過失責任等等。參考黃立，前揭註 45，頁 17-18。 
386 費安玲主編，前揭註 42，頁 13。 
387 參考前揭註 62。 
388 呂彥彬，前揭註 34，頁 28。 
389 「擔保契約在我國常被稱之為損害擔保契約，似認為擔保契約亦係以損害之填補為目的，但

精確而論，擔保之人所負之責任，並非如侵權行為之加害人之損害賠償義務，亦非如債務不

履行之損害賠償義務，屬於第二次之給付義務，擔保人之義務毋寧較接近保險事故發生時保

險人之給付義務，擔保受益人所取得者，係擔保契約所生之履行請求權。」參考，陳自強，

民法上之擔保契約，政大法學評論第 55 期，1996 年 6 月，頁 125-126。 
390 參考前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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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由於保證廠商代承攬廠商履行未竣工程，即得依民法第 749 條保

證人清償代位之規定，請求招標機關（債權人）對承攬廠商（債務人）

之債權及其擔保，移轉予保證人，而履約保證金因為系爭工程之擔保， 

依此規定即應移轉予保證人。然而相對人之抗辯卻表示：因履約保證

金係承攬廠商違約得抵充損害賠償之一部，因此為債務不履行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擔保物權，而保證廠商既已完成工程，即不發生所謂債務

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既然該損害賠償請求權不存在，保證廠

商自然也無從代為清償該項「損害賠償債務」，因此，招標機關即無

將該不存在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及其附隨之擔保物權（履約保證金，於

案例中為定存單之權利質權）移轉予保證人的義務。 

乍看相對人抗辯似乎甚合邏輯，畢竟保證人所履行之「未竣工

程」，確實並不等於所謂的「損害賠償債務」，而如未清償該項債務，

怎麼能符合在清償限度內移轉債權及擔保的規定？然而，如該說法成

立，卻對保證人極不公允，因保證人履行未竣工程才不致發生債務不

履行的損害賠償情形，然而該履行反而成為其無法主張權利的障礙，

對保證人清償代位制度而言，甚為諷刺。 

而對此要為合理之解釋，即應由履約保證金所擔保之內容著手。

蓋履約保證金固依契約規定得於廠商違約時為抵充損害賠償之一

部，然其所擔保之債權，並非僅為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

已，如回歸其原本目的而論，履約保證金實為擔保招標機關債權之實

現，而該債權實現即應解釋為契約之履行請求權，即招標機關得要求

承攬廠商依債之本旨為給付的請求權。故保證廠商所代承攬廠商履行

者，即為該契約原定給付內容的實現，因此，保證廠商既已代清償，

而於履行契約給付限度內，招標機關（債權人）對承攬廠商（債務人）

之債權（履行請求權391）及擔保（履約保證金）即應移轉予保證人。

                                                 
391 對招標機關而言之履行請求權，已因保證廠商之履行而滿足，惟於請求權移轉予保證人時，

因該履行對保證人已無意義，因而依法應轉變為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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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不能以債權人因受償限度內，對主債務人已喪失其債權之請求權而

影響代位權之存在。 

 

第四節、銀行保證書之爭議 

第一項、問題之提出 

廠商以銀行出具之保證書作為履約保證金者，實務上經常因其法

律性質認定之不同，而發生爭議。蓋依據政府採購法規範，該類型之

保證金型式稱之為「銀行書面連帶保證」，其定義為：由銀行開具連

帶保證書並負連帶保證責任者；而依照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

連帶保證書格式，亦稱銀行為「保證人」、內容則包括「由本行開具

本連帶保證書負連帶保證責任」、「無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先訴抗辯

權）之權利」等字句，使該保證書若依文義解釋，性質上似屬民法之

保證無疑。 

惟由於該保證書通常亦包括所謂「立即照付」、「請求即付」或「見

索即付」約款，內容如：「機關依契約規定認定有不發還廠商履約保

證金之情形者，一經機關書面通知本行後，本行當即在前開保證總額

內，依機關書面通知所載金額如數撥付，絕不推諉拖延，且無需經過

任何法律或行政程序。本行亦絕不提出任何異議。」392是以，當承攬

廠商違約，機關依保證書上述約定逕行通知銀行付款時，銀行卻以所

出具之保證書性質為保證，要求機關必須舉證廠商違約及損害賠償額

等為由，拒絕給付，迫使機關不得不以訴訟方式請求銀行給付履約保

證金。而該保證書之性質究竟為何？即成為兩造訴訟攻防之焦點。 

此外，由於履約保證金係具擔保性質，機關負依約定抵充損失後

返還餘額之義務393。是以，若銀行於依保證書約定給付後，發生該履

                                                 
392 參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履約保證金／保固保證金連帶保證書格式」。 
393 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履約保證金，除契約另有規定或有

得不予發還之情形者外，於符合發還條件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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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保證金因抵充損失尚有餘額時，該保證金餘額應返還予承攬廠商抑

或銀行？且銀行可否代承攬廠商主張債務抵銷並請求返還保證金餘

額？該等情形均牽涉銀行所開立保證書性質之認定，而異其法律效

果。以下即以有關之實務案例進行觀察。 

 

第二項、實務案例 

第一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8 重上字第 25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394 

上訴人高雄市政府國宅處（下稱高市國宅處）主張，訴外人金鴻

營造有限公司（下稱金鴻公司）承攬伊「高雄市學明國民住宅建築新

建工程」，契約總價 NTD245,000,000 元，並委由對造上訴人高雄區中

小企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博愛分行（下稱高企博愛分行）出具履約保

證金保證書予上訴人，負保證金鴻公司於未履行契約時應給付 2,450

萬元予高市國宅處之責任。嗣金鴻公司於 85 年 7 月 4 日開工，惟於

86 年 12 月 21 日無故不施工，經催告後於高市國宅處乃於 87 年 1 月

22 日終止契約，並通知高企博愛分行於 87 年 4 月 30 日前，依系爭

保證書給付保證金 2,450 萬元未果，高市國宅處即起訴請求為命對造

給付伊 2,450 萬元，及自 87 年 12 月 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年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利息之判決。 

對造上訴人高企博愛分行則以：金鴻公司施工已達百分之九十，

未施工部分僅占百分之十而已，國宅處並未遭受任何損害。兩造約定

之履約保證金保證契約，雖為懲罰性違約金，然對造係公法人並非以

營利為目的，殊無賺取超高之違約金之理由，應依民法第 251 條、第

                                                 
394 本案相關判決包括：高雄地院 87 重訴字第 691 號判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8 重上字第 25

號判決、最高法院 89 年台上字第 129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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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條減至相當數額，以符公平原則等，資為抗辯。 
 

（二）判決理由395 

本案判決上訴人高雄市政府國宅處勝訴，高雄區中小企業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博愛分行應給付保證金 2,450 萬元。其理由為： 

1、依保證書約定銀行有一經請求即應給付之義務 

「高企博愛分行出具之履約保證金保證書第二條載明：『本履約

保證金屬於懲罰性質之違約金，非損害賠償總額預定之性質，承攬廠

商與定作人簽訂上項工程契約後，定作人認定承攬商未依工程契約書

之規定履行契約時，一經定作人書面通知本行後，當即撥付前項保證

金總額，絕不推諉拖延，定作人得自行處理該款，無需經過任何法律

或行政程序，本行亦絕不提出任何異議，並放棄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

所規定之先訴抗辯權』……金鴻公司既未依工程契約書之約定履行契

約，……高企博愛分行既有義務給付該保證金 2,450 萬元予上訴人高

市國宅處，自應盡其保證人之責任與義務，且本件高市國宅處沒收該

保證金係在懲處金鴻公司不依約履行之責任，上訴人高市國宅處係依

約行使權利，並無不當。」 

2、保證書為代現金給付無酌減之適用 

「本件履約保證金之目的及作用係在擔保金鴻公司應依所簽訂

之工程契約履行，依上訴人高市國宅處與金鴻公司簽立之工程契約所

附投標須知第二十六條約定觀之，此履約保證金應以現金或有價證券

交付，而金融機構之書面保證亦係在保證現金或有價證券交付。金鴻

公司既以履行保證金保證書代替現金之給付，高企博愛分行自應依該

                                                 
395 該判決經最高法院 89 台上字第 1293 號判決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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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保證金保證書所載之金額全數給付上訴人高市國宅處，自無民法

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二百五十二條違約金酌減之適用。」 
 

第二款、最高法院 95 台上字第 517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396 

被上訴人高雄區中小企業銀行博愛分行（由玉山銀行概括承

受，下稱玉山銀行）起訴主張：訴外人金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金鴻公司）就所承攬之高雄市學明國民住宅建築新建工程，與上訴人

高雄市政府國民住宅處（裁併為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下稱高市都

發局）訂有工程合約，依合約約定，由伊出具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予上

訴人，約定金鴻公司未依約履行時應給付履約保證金新台幣 2,450 萬

元予上訴人高市都發局。嗣因金鴻公司無故停工，而於民國 87 年 1

月 22 日終止工程合約，伊乃於 89 年 7 月 17 日繳交履約保證金、訴

訟費用及利息等共計新台幣 27,043,406 元予上訴人。而上訴人因金鴻

公司債務不履行所受之損害、加計遲延利息及訴訟執行費用，雖經法

院判決確定為 31,808,903 元，但以金鴻公司尚未領取之工程款

18,835,075 元扣抵後，上訴人未受償損害僅 12,973,828 元，故被上訴

人玉山銀行所繳履約保證金等款項扣抵上開未受償損害，仍有餘額

14,069,578 元，上訴人高市都發局受領該餘額之法律上原因已不存

在，自屬不當得利等情，爰依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求為命上訴人如

數給付並加付法定遲延利息之判決。 

上訴人高市都發局則以：依系爭工程合約約定，伊所受損害是

否就金鴻公司未領取之工程款扣抵，係伊之權利，且金鴻公司自系爭

工程合約終止後，迄未向伊請求給付工程款，其報酬請求權已罹於二

                                                 
396 本案相關判決包括：高雄地院 90 重訴字第 606 號判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 重上字第 1 號

判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重上更（一）字第 3 號判決、最高法院 95 台上字第 517 號判決、

最高法院 95 台再字第 38 號判決。 



 143

年消滅時效，伊亦得拒絕給付，玉山銀行給付之履約保證金等款項不

足清償伊因金鴻公司債務不履行所受之損害，而無所謂餘額之可言。

況系爭履約保證金契約與系爭工程合約為各自獨立之契約，玉山銀行

又非系爭工程合約之連帶保證人，亦無權行使金鴻公司之權利。再系

爭履約保證金為懲罰性質之違約金，於金鴻公司違約時，伊即得沒

收，並不生返還彌補損害後餘額之問題等語，資為抗辯。 

（二）判決理由 

本案原二審法院397判決高雄區中小企業銀行博愛分行（即玉山銀

行）勝訴，高雄市政府國民住宅處（即高市都發局）應給付履約保證

金餘額 14,069,578 元。其理由為： 

1、銀行係連帶保證人 

「系爭工程合約連帶保證人欄加蓋『廠商業依投標須知第二十六

條規定取具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金融機構之書面保證，本工程免覓舖

保』等語以觀，則系爭工程合約之當事人，應有以履約保證金保證書

代替連帶保證人保證責任之意，是依系爭工程投標須知第二十六條之

約定出具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上訴人，得基於連帶保證人之地位主張

訴外人金鴻公司所有之抗辯。」 

2、時效未完成前債務適於抵銷者即得主張抵銷 

「按債之請求權雖經時效而消滅，如在時效未完成前，其債務已

適於抵銷者，亦得為抵銷，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定有明文。……經查，

87 年 1 月 22 日被上訴人向金鴻公司終止工程合約時，金鴻公司對被

上訴人尚有未請領之工程款債權 18,835,075 元，而被上訴人因金鴻公

司債務不履行所受之損害，經原審於 88 年 11 月 12 日判決確定為

30,826,538 元，加計 88 年 7 月 26 日起至同年 11 月 12 日止之遲延利

                                                 
397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重上更（一）字第 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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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449,553 元及訴訟、執行費用 532,812 元，共 31,808,903 元。可見

金鴻公司對被上訴人未請領之工程款債權於二年時效（89 年 1 月 22

日）完成前，與其債務不履行所負債務已適於抵銷。」 

3、履約保證金為賠償性違約金 

「查被上訴人與金鴻公司間訂立系爭工程合約第十九條約定：

『逾期損失…甲方（即被上訴人）得在乙方（即金鴻公司）未領工程

款及履約保證金內扣抵，如有不足得向乙方或連帶保證追繳之』；第

十八條第五項約定：『工程全部完工後，乙方如拒不申報竣工或拒不

辦理驗收，或缺點改善，工程結算及保固責任等工作，甲方逕行辦理

上稱各項工作後接管使用，其所需費用及損失均得在乙方未領工程款

或各項保證金內扣抵，如有不足，並得向乙方或其保證人追繳之』，

足見，依上開被上訴人與金鴻公司系爭契約之約定，履約保證金係用

以扣抵逾期損失等損害，其約定之性質，顯係將扣抵之履約保證金約

定為賠償性違約金。雖被上訴人與金鴻公司間之履約保證金保證書第

二條記載：「本履約保證金屬懲罰性質之違約金」云云，惟系爭履約

保證金保證書所保證者乃被上訴人與金鴻公司間工程契約約定之履

約保證金，是該履約保證金之性質，自應依被上訴人與金鴻公司間工

程契約約定之內容定之，不受前開履約保證金保證書記載之拘束，是

系爭履約保證金依被上訴人與金鴻公司間工程合約約定之內容判

斷，核屬賠償性違約金，應堪認定。」 

 

惟最高法院將該二審法院判決廢棄，並改判高市府國宅處（即高

市府都發局）勝訴而毋需返還履約保證金餘額，其理由： 

1、保證書性質非屬保證契約 

「查系爭保證金保證書…第二條約定：本履約保證金屬於懲罰性

質之違約金，非損害賠償總額預定之性質，承包商與定作人簽訂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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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契約後，定作人認定承攬廠商未依工程契約書之規定履行契約

時，一經定作人書面通知後，當即撥付前項保證金總額，絕不推諉拖

延。定作人得自行處理該款，無需經過任何法律或行政程序。足認系

爭保證書具有其獨立性與無因性，被上訴人一經上訴人書面通知即有

如數給付保證金之義務。其因被上訴人出具保證書，即使承攬人金鴻

公司毋庸繳納原應繳納之履約保證金，而將之移轉由出具該保證書者

承擔，該保證書實屬付款之承諾，而為「現金之代替」。故被上訴人

之主要義務即係「付款」，而非履行金鴻公司之承攬契約義務，此與

民法上保證責任係於主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始負責任，從屬於主債務

而具有從屬性及補充性迥異。被上訴人自不得援引其他契約關係為抗

辯，作為免除或減輕其給付保證金數額之付款義務。至於上訴人因金

鴻公司未能履約或疏忽缺失實際損失數額為何，核屬金鴻公司與上訴

人間之問題，要非被上訴人所得主張，被上訴人亦不得以金鴻公司尚

有工程款未領而減少應付履約保證金數額。」 

2、依確定判決受領之給付非無法律上原因而受益 

「按債權人本於確定判決受金錢之支付者，該確定判決如未經

其後之確定判決予以廢棄，所受領之給付即非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利

益。查上訴人依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契約訴請高企銀行博愛分公司給

付履約保證金，獲勝訴判決確定，高企銀行博愛分公司始依確定判決

給付上訴人履約保證金 2,450 萬元、訴訟費 553,201 元，及遲延利息

1,990,205 元，共 27,043,406 元，為原審確定事實，縱上訴人對金鴻

公司之損害賠償債權僅餘 12,973,828 元未受償，上訴人受領前開給

付，既非無法律上原因，被上訴人依不當得利法律關係請求上訴人返

還所受利益，即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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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臺灣高等法院 93 重上字第 73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398 

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行）

主張：參加人得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得盛公司）因向被上訴人

即上訴人交通部公路總局重大橋樑工程處（原名臺灣省交通處公路局

臺北華江橋改建工程處，下稱重工處）承攬「一一四線浮洲橋改建工

程」暨「代辦一一四線浮洲橋改建附掛管線工程」二筆工程（下稱系

爭工程），委任伊於民國 85 年 3 月 7 日出具新臺幣（下同）9,350 萬

8,800 元、89 萬 1200 元之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二紙交予重工處。系爭

工程進行中，重工處分別解除部分保證金額，而截至 88 年 3 月 8 日

止，保證餘額為 6,167 萬 1920 元。嗣因得盛公司未能如期履行系爭

工程，伊乃依重工處之請求將上開保證金餘額給付重工處。惟依重工

處提出之工程驗收紀錄表記載，系爭工程結算金額僅為 4 億 4,110 萬

9,708 元，反而低於原契約金額 7 億 7,924 萬元，顯見重工處並無損

失，依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約定，伊無付款之義務，重工處受領上開

保證金餘額即無法律上之原因，致伊受有同額之損害。是爰依系爭履

約保證金保證書及民法第 179 條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求為命重工

處返還 6,167 萬 1920 元，及其中 5,878 萬 720 元部分自催告期滿翌

日即 92 年 7 月 26 日起，其中 289 萬 1200 元部分自第一審擴張聲明

之翌日即同年 11 月 11 日起，加計法定遲延利息之判決。 

重工處則以：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性質係屬民法第 269 條

之利益第三人契約，伊係依據與得盛公司間之系爭工程合約，方受領

華南銀行代得盛公司給付之上開保證金餘額 6,167 萬 1,920 元，自有

法律上之原因。而經伊精確計算，截至 93 年 5 月底止，伊受有趕工

                                                 
398 本案相關判決：台北地院 92 重訴字第 1647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3 重上字第 73 號判決、

最高法院 95 台上字第 123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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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金 289 萬 3,128 元、重新發包雜費 25 萬元、委託法律服務費 128

萬 121 元、本件原審判命給付履約保證金之利息與訴訟費用共 400 萬

8,675 元，總計 843 萬 1,924 元之損害，自應從返還之上開保證金餘

額中予以扣除。再者，依系爭工程合約第 16 條之約定，保固保證金

須俟工程完工驗收合格後且保固期滿即 95 年 6 月 1 日方得發還，故

關於系爭工程之保固保證金 653 萬 2908 元，雖非損害，仍應從返還

之上開保證金餘額中予以扣除。此外，依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約

定，上開履約保證金不應計算支付利息等語，資為抗辯。 

（二）判決理由399 

本案判決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敗訴，即其不得請求交通部

公路總局重大橋樑工程處返還該履約保證金餘額，其理由： 

1、保證書為利益第三人契約 

「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主要義務在付款而非履約，性質上為承攬

人應繳交定作人履約保證金之替代，因保證銀行出具保證書，即使承

攬人毋庸繳納依工程合約所應繳納之履約保證金，而將之移轉由出具

該保證書之保證銀行承擔，是該保證書實屬付款之承諾，為現金之替

代，具有利益第三人（即定作人）之性質，定作人得依此保證書逕向

保證銀行請求給付，有其獨立性與無因性。……申言之，履約保證為

定作人與保證銀行間之契約關係，要與承攬人及定作人間之承攬契

約，或承攬人及保證銀行間契約關係均各自獨立。履約保證之法律關

係全依保證銀行出具之保證文件內容獨立認定，定作人只須證明損失

發生原因確係因保證書約定之事項發生，即可逕就履約保證金取償，

無須證明所受損失數額，保證銀行即應依約給付。至定作人實際損失

金額若干，乃其與承攬人間之關係，要非保證銀行所得主張或援引抗

辯。」 

                                                 
399 該判決經最高法院 95 台上字第 1231 號判決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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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二份履約保證金保證書記載：『…承包商與公路局簽訂上

項工程合約後，如承包商未能履約或因其疏忽缺失，工程品質低劣，

致使公路局蒙受損失，則不論此等損失係屬何種原因，本行均負賠償

之責，本行一經接獲公路局書面通知，即日將上述履約保證金…如數

給付公路局，絕不推諉拖延，公路局自行處理該款，無需經過任何法

律或行政程序，本行亦絕不提出任何異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等語，……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契約乃替代履約保證金現金之提

供，……重工處抗辯履約保證金保證書為得盛公司與華南銀行之契約

關係，與其無關等語；華南銀行主張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亦有擔保

『損害賠償』之性質等語，均有誤會，而不足取。」 

2、銀行不得依保證書關係要求返還 

「本件得盛公司未履行系爭工程合約，重工處因而就後續工程重

新招標，並支出趕工獎金，確受有損害，且重工處業以書面通知華南

銀行給付履約保證金，顯然符合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所約定之「未

能履約致使重工處蒙受損失」、「書面通知」之請求給付履約保證金

之付款條件，至為灼明。……遑論，縱然嗣後重工處與得盛公司結算

結果，重工處實際所受損害未逾履約保證金，要屬重工處與得盛公司

間之問題，華南銀行執重工處與得盛公司間實際結算結果有無損失，

作為其應否履行保證金付款之承諾，亦有違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意

旨，殊非可取。……綜觀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全文，並無華南銀行

支付履約保證金後，重工處應予返還之約定，是華南銀行主張依該保

證書約定，重工處應將履約保證金返還，洵非可採。」 

3、銀行不得依不當得利要求返還 

「…是華南銀行就其實際墊款支出者，既應依其與得盛公司間之

有償委託保證契約關係，予以處理，華南銀行所受損害，乃肇因得盛

公司未能提供十足擔保所致，與重工處基於履約保證金保證書約定取



 149

得履約保證金無涉。……又重工處受領系爭保證金餘額，係依其與華

南銀行間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約定，並非不當得利，華南銀行依不當

得利之法律關係，請求重工處返還系爭履約保證金，自非有據。至重

工處因得盛公司未能履行系爭工程合約所受損害數額為何，該保證金

數額是否超過重工處實際所受損害，為重工處與得盛公司間之問題，

華南銀行並無置喙餘地，倘重工處所受損害低於履約保證金，重工處

自應將之退還得盛公司，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存在於得盛公司（或其

受讓權利人）與重工處間。是關於兩造就重工處因得盛公司未能履約

所受損害數額部分之攻擊、防禦方法與所舉證據，本件自無詳予論述

之必要。」 

 

第四款、臺灣高等法院 93 重上字第 185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400 

上訴人甲○○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得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得盛公司）於民國 84 年 12 月 15 日與被上訴人交通部公路局重大橋

樑工程處（下稱重工處）簽約，承作「一一四線浮州橋改建工程」、

「代辦一一四線浮洲橋改建附掛管線工程」，並委任參加人華南商業

銀行之雙園分行出具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予重工處，以代替履約保證金

之給付，擔保得盛公司承攬義務之履行。民國 88 年間，得盛公司未

能履約，重工處遂終止前揭工程合約，並要求參加人履行履約保證金

保證書責任，參加人遂於 90 年 12 月 20 日以面額 61,671,920 元之支

票支付重工處，並隨即通知得盛公司就其設質之定存單本息

33,686,950 元實行質權，所墊付 27,984,970 元亦經取得勝訴確定判決

在案。惟系爭工程經結算結果，重工處並未因終止本件工程承攬合約

                                                 
400 本案相關判決：板橋地方法院 92 重訴字第 448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3 重上字第 185 號判

決、最高法院 93 台上字第 257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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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損失，即無沒收前述履約保證金之權利，得盛公司自得依其工程

合約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請求被上訴人重工處返還其溢領之

51,147,784 元401，而得盛公司因對上訴人負有一億元之債，遂將前項

返還請求權讓與上訴人以代清償。爰依債權讓與、系爭工程承攬契約

及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等，求為命被上訴人重工處給付之判決。 

   被上訴人重工處則以：得盛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並未依約定履行承

攬義務，伊終止其工程合約，並自本件出具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參加

人受領沒入 61,671,920 元之履約保證金，並無溢領之情事。上訴人若

係基於債權讓與之地位為請求，上訴人應就對得盛公司有一億元之債

之存在，舉證以實其說。況被上訴人重工處係依據其與參加人間履約

保證金保證書之約定，受領參加人給付之履約保證金，縱有溢領，亦

應返還予參加人，與得盛公司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被上訴人得盛公司則以：參加人僅係受伊委託出具保證及付款而

已，在其履行保證金交付責任後，已與本案無關係。參加人與伊包括

「開出履約保證金保證書」及「賠付款項」二事項，雙方已事前約定

及同意履行，應無疑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認諾上訴人之請求。 

（二）判決理由402 

本案判決上訴人甲○○（即得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受讓

人）勝訴，交通部公路局重大橋樑工程處應給付伊履約保證金餘額新

台幣 51,147,784 元，其理由為： 

1、履約保證金無沒收約定，抵扣後餘額應予返還 

「綜觀兩造不爭執之前揭工程合約，並無被上訴人重工處得沒收

前揭履約保證金之約定，且依前揭工程合約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五

條第二項之約定，被上訴人重工處僅得自履約保證金及工程保留款扣

                                                 
401 履約保證金 61,671,920 元扣除得盛公司違約所生之損害 3,991,228 元及保固金 6,532,908 元。 
402 本判決經最高法院 93 台上字第 2574 號判決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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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相關罰款及代辦改善費用，並無沒收之約定，是被上訴人重工處抗

辯其得沒收系爭履約保證金云云，要無可採。……被上訴人重工處得

自前揭履約保證金 61,671,920 元扣除之項目為：上訴人不爭執之保固

保證金 6,532,908 元，及因被上訴人得盛公司違約而受之損害

3,991,228 元，扣除後被上訴人重工處應返還之金額為 51,147,784 元，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得盛公司得請求被上訴人重工處返還

51,147,784 元，為有理由。」 

2、銀行依保證書給付非無法律上原因 

「履約保證金書面保證之性質，為代替履約保證金之現金提出，

即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係代替被上訴人得盛公司應負之給付履約

保證金之義務，並非違約時所發生損害賠償之保證。系爭履約保證金

保證書之主要義務既在於履約保證金之給付而擔保非前揭工程合約

之履行，則參加人出具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實為履約保證金付款之

承諾，與民法上之保證係於主債務人債務不履行時始生保證效果，有

明顯之從屬性及補充性不同。二者既有上揭明顯不同……參加人於前

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第二條所約定之條件成就時，即負有給付履約保

證金之義務，任由被上訴人重工處自行處理該款項，……是前揭保證

書與前揭工程合約係二獨立之契約，而被上訴人重工處依前揭保證書

受領系爭履約保證金，自屬有法律上原因，且該保證書亦無任何返還

履約保證金予參加人之約定，則參加人自無任何請求返還該履約保證

金之權利。」 

3、保證金效力存於承攬廠商與招標機關之間 

「又系爭履約保證金係為擔保被上訴人得盛公司履行其與被上

訴人重工處間前揭工程合約之用，基於契約之相對性，其效力僅存在

於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重工處，則經結算後之履約保證金餘額

51,147,784 元返還，被上訴人重工處僅得依契約交付被上訴人得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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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無由給付予非契約當事人之參加人。……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得盛公司讓與其對被上訴人重工處之返還履約保證金請求權予上訴

人，並通知被上訴人重工處讓與之事實，已據被上訴人得盛公司自認

讓與之事實，……按『債權讓與係屬準物權行為具獨立性，於讓與契

約發生效力時，債權即移轉於受讓人，其原因關係之存否，於既已成

立生效之債權讓與契約並無影響。是以債權讓與為清償債務之方法，

縱其債務不存在，亦僅生讓與人得否請求受讓人返還不當得利之問

題，要難謂其不生債權移轉之效力。』（最高法院九十二年度台上字

第六二四號判決要旨參照），被上訴人得盛公司對被上訴人重工處之

前揭請求權，一經其讓與上訴人即發生債權移轉效力，至其與上訴人

間之債權是否存在，依前揭說明，不影響前揭債權讓與之效力。……

由上，被上訴人得盛公司得請求被上訴人重工處返還履約保證金餘額

五千一百十四萬七千七百八十四元，且其將該債權讓與上訴人，則上

訴人據以請求被上訴人重工處給付該款項，為有理由，應予准許。」 

 

第五款、台北地方法院 93 簡上字第 648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403 

上訴人得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起訴主張：伊因承攬訴外人國工局

「二高後續計劃台南環線第 C373 標安定台南段工程」及高公局「中

山高新竹至員林段拓寬第 432 標後龍溪橋工程」標案，委請被上訴

人寶島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後更名為日盛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寶島銀行）營業部，分別出具 42,700,000 萬元及 13,666,000

元履約保證書，並以總計 1,691 萬元定存單二紙設定質權予被上訴人

寶島銀行。其後 C373 標工程經國工局於 88 年 7 月正式驗收合格，

                                                 
403 本案相關判決：台北簡易庭 92 北簡字第 25664 號判決、台北地方法院 93 簡上字第 648 號判

決、最高法院 96 台簡上字第 19 號判決、台北地方法院 96 再易字第 3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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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解除寶島銀行履約保證書之保證責任。嗣於 88 年 9 月 17 日寶島銀

行以收受扣押命令為由，依該行與伊簽訂之授信約定書第 5 條第 2 款

約定，伊對該行債務視為全部到期為由，主張就該 2 張定存單與伊所

負之履約保證債務抵銷，即 1,691 萬元定存單加計利息 178,082 元後，

沖銷 C373 標及 432 標工程履約保證金手續費 101,702 元及 137,034

元，再交付 3,176,346 元台灣銀行支票給伊，而將剩餘 13,666,000 元

定存部分，資為 432 標工程履約保證書足額擔保之用。但履約保證

金保證書之性質固為代替履約保證金之提出，但並不等於履約保證金

現金之提出，故寶島銀行以 88 年 9 月 17 日存證信函通知伊行使抵

銷權時，寶島銀行對伊負有 1,691 萬元之定存單債務，而伊對寶島銀

行並未負有任何債務，並不符合抵銷要件，故不發生抵銷效力。嗣寶

島銀行於 91 年 9 月 17 日始給付高公局履約保證金 13,666,000 元。

爰依消費寄託及不當得利法律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 88 年 11 月

23 日起至 91 年 9 月 17 日止定存金額 13,666,000 元之存款利息。 

被上訴人則以：伊於 88 年 9 月 15 日收受扣押命令，自得依兩造

間之質權約定書行使質權，或依授信約定書第 5、6 條約定，上訴人

債務視為全部到期，故伊就其存款債權行使抵銷而消滅，伊自無給付

存款利息之義務。縱認伊於收受扣押命令所為之抵銷不合法，伊於訴

訟中另得以接獲高公局 88 年 12 月 18 日書面通知應給付工程履約保

證金行使抵銷權，並依民法第 335 條第 1 項規定，溯及最初得為抵銷

時（即 88 年 12 月 18 日）為抵銷之日，上訴人定存債權自已不存在。

又如上訴人所陳伊在收受本院假扣押命令後，不應將 3,176,346 元返

還上訴人，則上訴人自屬無法律上原因受領該筆款項，伊自得依不當

得利法則與上訴人主張存款利息債權予以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二）判決理由404 

本案判決得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勝訴，寶島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

                                                 
404 本判決由最高法院 96 台簡上字第 19 號判決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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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即日盛銀行）應給付新台幣 1,803,219 元之存款利息。其理由為： 

1、履約保證金為獨立之擔保契約 

「按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於一定擔保事故發生時，即應為

一定之給付者，學說上稱之為擔保契約。此項契約具有獨立性，於擔

保事故發生時，擔保人即負有為給付之義務。……而上開兩項工程原

本依上訴人與定作人之約定，應由上訴人繳交一定數額之保證金予定

作人，而改由被上訴人出具履約保證金保證書負責擔保，定作人日後

只要因上訴人未能履約或疏忽缺失，工程品質低劣致受有損失，一經

書面通知，被上訴人即應給付保證金額予定作人，此觀諸卷附履約保

證金保證書即明。是上開工程履約保證金既係上訴人於訂約時即應給

付予定作人，並非於違約發生損害時定作人始得請求，是履約保證金

保證書之主要義務在於付款而非履約，可見被上訴人所出具之保證書

實為付款之承諾，自與民法上之保證並不相同，而係獨立之擔保契

約。」 

2、定存債權不因不合法抵銷而消滅 

「被上訴人依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約定，給付履約保證金予高公

局後，始得依委任契約向上訴人求償。經查：本件被上訴人雖於 88

年 12 月 8 日收受高公局請求給付 432 標工程之 13,666,000 元履約保

證金函，惟……延至 91 年 9 月 17 日始代上訴人給付……亦即在被

上訴人實際代償之前，被上訴人並未取得對上訴人之求償費用請求

權……查上開授信約定書第 5 條、第 6 條固約定：『立約人對貴行所

負一切債務，如有強制執行、假扣押時，無須由貴行事先通知或催告，

貴行得隨時減少對立約人之授信額度或縮短借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

期』、『立約人同意寄存貴行之各種存款及對貴行之一切債權，縱其清

償期尚未全部屆至，貴行得以之行使抵銷權』等語，惟上開約款成立

前提必須是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具有可供抵銷之債權存在，但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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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張上開抵銷時點，其對被上訴人並無債權存在，則其抵銷自屬不

合法……綜上，本件上訴人系爭定存債權，既未因被上訴人不合法抵

銷而消滅，則上訴人……本於消費寄託法律關係，並依兩造所不爭執

之計息方式，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定存債權自 88 年 11 月 23 日起

至 91 年 9 月 17 日止之 1,803,219 元利息，為有理由，應予准許。」 

3、銀行主張受領結算金額與利息抵銷並無理由 

「末按不當得利，須以無法律上原因而受利益，致他人受損害

為成立要件，此觀民法第 179 條規定即明。因給付而受利益者，倘

該給付係依有效成立之債權契約而為之，其受利益即具有法律上之原

因，尚不生不當得利問題。經查……被上訴人既於 88 年 7 月 11 日經

國工局解除 C373 標之履約保證責任，則被上訴人僅餘 432 標之

13,666,000 元履約保證責任，被上訴人雖依委任保證契約第 7 條約定

得要求上訴人增加擔保品，惟仍不得逾上開履約保證人之範圍，是逾

上開金額即 3,244,000 元部分，仍非屬擔保履約保證金之範疇。而被

上訴人事後以 88 年 9 月 15 日收受本院執行處上開扣押命令為由，

認上訴人關於 432 標履約保證金債務業已屆期，將上訴人 1,691 萬元

定存款加計 178,082 元利息，扣抵 108,702 元及 137,034 元之兩筆履

約保證金保證書手續費，再自行抵銷 13,666,000 元履約保證金債務

後，被上訴人簽發面額 3,176,346 元之台灣銀行支票交付上訴人等

情，雖被上訴人上開抵銷不合法，惟上訴人基於有效之定存單契約受

領該筆款項，其所受利益具有法律上原因，自無不當得利可言。至被

上訴人是否未遵本院執行處扣押命令，而將上開款項交予上訴人受

領，乃係被上訴人違反扣押命令問題，自與上訴人基於定存單契約受

領該款項無涉，是被上訴人認上訴人受有 3,176,346 元之不當利得，

執此與上訴人請求本件系爭存單利息予以抵銷，自屬無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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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問題討論 

廠商以銀行保證書繳納履約保證金者，因涉及承攬廠商、招標機

關以及開具保證書之銀行三方，彼此間存在不同之契約基礎，其權利

義務之行使復互為影響，因而也就產生相對複雜的法律關係。參照相

關實務判決發現，因保證書所生之爭議類型大抵包括：最典型之招標

機關訴請保證書銀行依約給付（如前項第一款案例）、以及銀行給付

後訴請招標機關返還保證金餘額（如前項第二、三款案例）、承攬廠

商或其債權受讓人訴請招標機關返還保證金餘額（如前項第四款案

例）以及承攬廠商對銀行給付履約保證金所生之有關爭議（如前項第

五款案例），另亦包括銀行因支付履約保證金而向承攬廠商請求償還

墊款405等請求情形。 

在這些實務爭議中，通常最先面臨的、也是最基本的問題，即有

關履約保證書性質之認定。因為，只要經由保證書性質之確立，保證

書所涉三方之法律關係也就能清楚架構，從而訴訟當事人主張是否有

據即得立判，而實務中因各級審判對保證書性質認定不同，以致訴訟

結果大不相同者，俯拾皆是。至於履約保證書之性質為何？擬分別從

實務及學說方面進行觀察： 
 

第一款、保證書之法律性質 

（一）實務見解 

1、保證契約 

實務上有認為銀行保證書之性質係屬保證契約，銀行即為保證

                                                 
405 如上述第三、四款案例中，有關得盛營造公司、交通部重工處、華南銀行間之履約保證金保

證書關係中，華南銀行即另起訴得盛營造公司返還代墊款，參考台北地院 91 重訴 32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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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主張主債務人（承攬廠商）之相關抗辯，因而對銀行較為有利。

例如在有關招標機關訴請銀行依保證書給付差額保證金之案例中，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5 重上更（四）字第 24 號判決中，併就履約保

證金保證書及差額保證金保證書之性質予認定，而謂：「就系爭工程

契約而言，上訴人並非當事人，而係簽署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

及『差額保證金保證書』，以代主債務人金鴻公司所應繳納『履約保

證金』及『差額保證金』之保證人，而負有相關之保證債務，此亦為

本院前開確定判決明認，業如前述。從而，依保證債務之從屬性，主

債務人金鴻公司依據系爭工程契約所得主張之抗辯，上訴人亦得主張

之，民法第 742 條定有明文。」該見解復由最高法院 96 台上字第 1309

號判決所肯認，而為招標機關敗訴之判決。 

此外，有關承攬廠商因其分包廠商未完成履約，經重新發包後，

向該分包廠商之履約保證書銀行要求賠償。最高法院 87 年台上字第

1928 號判決謂：「被上訴人出具之履約保證金保證書標題及第一條明

白指出係為中鐿公司之履約保證金而保證。第二條載明：『……承包

商如未依工程合約書之規定履行合約，致定作人蒙受損失，本行均負

賠償之責。』、『且一經定作人書面通知其所受損失，本行即於前項保

證金額度內依定作人所主張之損失撥付賠償。』足證被上訴人所為保

證限於『履約保證金』之金額範圍，且附隨中鐿公司之『履約保證金』

債務而發生或減免。……按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得主張之，

民法第七百四十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主債務人中鐿公司之履約保證

金債務既已減免百分之五十，被上訴人自得援引主債務人之抗辯，而

僅就保證金餘額負保證責任。」認為該銀行為分包廠商之保證人身

份，得主張該分包廠商之抗辯，從而判決銀行僅須於履約保證金剩餘

額度內給付即可。 

惟應注意者，前引判決係認為銀行保證書所保證者，為廠商之承

攬契約；至於後引判決則認為銀行保證書所保證者，為廠商之「履約

保證金債務」。惟其均認定銀行保證書性質為保證，因此銀行即得本

於保證關係，主張承攬廠商所得主張之相關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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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義務為付款之利益第三人契約 

實務上亦有認為銀行保證書並非保證契約，銀行不得援引承攬

廠商之抗辯，並認為銀行保證書具有利益第三人之性質，即以該保證

書存在於承攬廠商與銀行之間，並以機關為受有利益之第三人，是以

機關得依該保證書逕為請求給付。通常在該性質認定下之判決對機關

較為有利。如有關招標機關訴請銀行依保證書給付履約保證金之案例

中，最高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2062 號判決謂：「……足認該保證書具

有利益第三人（被上訴人）之性質，被上訴人自得依此保證書向上訴

人請求給付；且有其獨立性與無因性，當上訴人一經被上訴人書面通

知即有如數給付保證金之義務。其因上訴人出具保證書，即使承攬人

（長城公司）毋庸繳納原應繳納之履約保證金，而將之移轉由出具該

保證書者承擔，該保證書實屬付款之承諾，而為『現金之代替』。故

上訴人之主要義務即係『付款』，而非履行長城公司之承攬契約義務，

此與民法上保證責任係於主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始負責任，從屬於主

債務而具有從屬性及補充性迥異。上訴人自不得援引其他契約關係為

抗辯，作為免除或減輕其給付保證金數額之付款義務。」從而判決機

關勝訴，銀行須依保證書約定給付履約保證金。 

3、主義務為付款之擔保契約 

此外，實務上在排除認定銀行保證書具保證契約之性質時，除

認其屬利益第三人契約外，亦有表示銀行保證書為擔保契約，與利益

第三人契約不同者，是該保證書係存在於擔保銀行與機關之間，但與

保證之從屬性不同而具獨立性，因此亦不得援引主債務人（承攬廠商）

之抗辯。例如在承攬廠商委請銀行開立履約保證書有關之爭議案406，

台北地方法院 93 簡上字第 648 號判決中對涉及履約保證書之性質認

定，即表示：「按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於一定擔保事故發生時，

                                                 
406 本案為前項第五款之案例，相關內容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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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為一定之給付者，學說上稱之為擔保契約。此項契約具有獨立

性，於擔保事故發生時，擔保人即負有為給付之義務。……而上開兩

項工程原本依上訴人與定作人之約定，應由上訴人繳交一定數額之保

證金予定作人，而改由被上訴人出具履約保證金保證書負責擔保，定

作人日後只要因上訴人未能履約或疏忽缺失，工程品質低劣致受有損

失，一經書面通知，被上訴人即應給付保證金額予定作人，此觀諸卷

附履約保證金保證書即明。是上開工程履約保證金既係上訴人於訂約

時即應給付予定作人，並非於違約發生損害時定作人始得請求，是履

約保證金保證書之主要義務在於付款而非履約，可見被上訴人所出具

之保證書實為付款之承諾，自與民法上之保證並不相同，而係獨立之

擔保契約。」本項見解復由最高法院 96 台簡上字第 19 號判決所肯認。 

4、付款之承諾 

目前實務見解多數傾向認為銀行保證書為付款之承諾，而排除

保證關係之適用。至於該所謂「付款承諾」是否成立契約關係？為何

種契約之類型？法院並未多論。如最高法院 90 年度台上字第 972 號

判決稱：「履約保證金保證書或保留款保證金保證書之主要義務在付

款而非履約，是銀行所出具之保證書實為付款之承諾，與民法上之保

證並不相同，履約保證或保留款保證，係依保證銀行出具之保證文件

之內容獨立認定，不得逕行援引其他契約關係為抗辯而免除其付款之

義務。」 

另最高法院 92 年度台上字第 2165 號裁定亦謂：「依系爭履約保

證書第一條約定，寶島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因致業公司承攬

被上訴人發包之國防醫學中心醫院建築工程建築裝修勞務部分，依照

合約規定應交被上訴人履約保證金四千一百十六萬元，此項履約保證

金由上訴人開具本保證書負責擔保；第二條約定，如經被上訴人認定

承包商有未依工程合約書之規定履行合約情事時，一經接獲書面通

知，無須檢附任何證明，立即無條件將上述履約保證金，如數給付被



 160

上訴人自行處理，絕不推諉拖延，且無需經過任何法律或行政程序，

上訴人絕無異議，並同意拋棄行使抵銷權及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之先

訴抗辯權；第五條約定，本保證書為兩造間獨立且完整之契約，其效

力不受其他文件或契約（包括前述工程契約）之影響。可知系爭履約

保證金書面保證之性質，為履行給付保證金之代替，為付款之承諾，

具有相當之獨立性及無因性，並非違約時所發生損害賠償之保證，與

民法上之保證有其從屬性及補充性不同。」 

 

5、無因之債務拘束 

同樣以排除銀行保證書具保證性質為定調者，法院另有表示該

性質係屬無因之債務拘束。如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再字第 38 號判決：

「查依系爭履約保證金保證書第一條、第二條及第三條所載，高雄企

銀博愛分公司簽立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係用以代替現金之給付，一經再

審被告通知即負有無條件撥付該現金之付款義務，依特約之約定不得

提任何異議並放棄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之先訴抗辯權，且不因任何原

因對定作人逕行行使抵銷權，即再審原告係以無因的債務拘束方式負

擔責任。」 
 

（二）學說文獻 

1、保證契約 

林誠二教授於討論履約保證金之相關文章407中表示：「履約保證

金係為保證得標廠商會依約履行債務所為之擔保，如以履約保金保證

書之方式替代者，即為履約保證金保證書（契約），一般係由金融機

構為擔保得標廠商（主債務人）會依約履行債務所為之保證契約。」

                                                 
407 林誠二，前揭註 40，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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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履約保證金保證書（契約）既係以民法債編各種之債第二十

四節『保證』其法律依據，則除上開特別規定外，其餘均應適用民法

關於保證之規定。尤其履約保證金保證書（契約）若是要求金融機構

負連帶保證責任，則關於連帶保證之規定尤應特別注意。」 

2、擔保契約 

黃茂榮教授在有關保證之論文408表示：「擔保契約既不從屬於主

債務人之義務，也不與其構成連帶債務，獨立的不以有可歸責事由為

要件，擔保債權人對於一定結果之利益。這在實務上常見於履約保

證。履約保證習慣上雖以保證稱之，但論諸實際是一種擔保契約。其

擔保之提供方式亦與擔保契約在實務上之發展相同：為避免其實行手

續之繁複，最初多約定以現金為擔保標的，此即履約保證金。然因以

現金為履約之擔保顯然不經濟，所以，後來漸改以支付能力經債權人

認可之銀行開具之履約保證函的方式代之。這時其表現方式已充分體

現擔保契約之意旨。」 

3、併存之債務承擔 

李家慶律師在有關專文409中表示：「由業主或定作人所擬定的履

約保證，往往規定受益人僅須一紙單純書面聲明（Simple statement）

承攬人違約，無須另提出確切之證據，銀行即須立即依該履約保證之

文義付款。更有甚者，若干履約保證書復明文規定銀行與承攬人負連

帶給付之責任，且銀行放棄民法債篇第二章節第二十四條有關保證人

所得主張之一切權利或抗辯。在這種情形之下，由銀行所承擔者已非

一單純之保證債務，因此，極有可能解釋為其已承擔了原承攬人之履

約保證金債務，是為併存的債務承擔，亦即係由原承攬人與銀行就履

約保證金之債務負連帶給付的責任。」 

                                                 
408 黃茂榮，前揭註 50，頁 325。 
409 李家慶，認識工程的契約保證，營建資訊第 171 期，1997 年 4 月，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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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單純交付履約保證金之債務 

孔繁琦律師於其所發表之文章410，以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係考量承

攬商財務調度需求所產生之商品，功能為履約保證金現金之替代物，

應與現金等同視之；比較履約保證金保證書與其他類型履約保證之沒

收便捷性及價值維持性；參照國際實務銀行保證多係採獨立保證

（Independent Guarantee）的型態；以及我國民法保證專節修正後，

保證債務已無法再以預先抛棄保證人權利方式加強其擔保之安全性

等面向分析，表示「唯有回歸其『單純交付履約保證金之債務』法律

性質，方能維持履約保證金保證書之功能及『安全性』。」 

林玫君教授於有關國際貿易銀行擔保函證之相關研究411中，表示

獨立擔保函證已普遍運用在我國銀行實務，並指出「按獨立擔保具獨

立性、無條件性、不可撤銷性等特質已如前述。實務見解雖有認為銀

行履約保證書為民法之保證者或認為銀行於出具履約保證書後，即與

承攬人負連帶保證責任。但考量銀行擔保之經濟功能，應肯認其獨立

性，而認為銀行所出具之保證書實為付款之承諾，不得逕行援引用其

他契約關係為抗辯而免除其付款之責任。」 

 

（三）請求即付之概念 

參照實務案例可以發現，銀行保證書性質之所以見解分歧，主要

癥結就在於保證書的「請求即付」約款，諸如「一經機關書面通知，

本行當即如數撥付，絕不推諉拖延」等約定內容。由於該約款與民法

保證的從屬性與補充性有所衝突，因此實務上為使該請求即付約款不

致因保證性質而架空，才會多方嘗試從利益第三人契約、擔保契約、

付款承諾或無因之債務拘束等角度出發，藉以落實該條款的適法性。

                                                 
410 孔繁琦，履約保證金保證書性質初探，營建知訊第 286 期，2006 年 11 月，頁 67。 
411 林玫君，國際貿易上銀行擔保函證之研究──兼論詐欺例外原則之各國法制比較，法學叢刊

第 203 期，2006 年 7 月，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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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銀行保證書中請求即付概念是如何產生，在實務上又是如何運

作？擬就以下分別進行討論。 

1、請求即付概念之起源與發展 

所謂「請求即付」（payment on first demand），係源於 1970 年代

初期國際貿易間銀行擔保（independent bank guarantee），其所普遍使

用的一種付款機制412。由於早期國際貿易實務中，出口商為擔保其履

約能力，必須繳付保證金（earnest money）給進口商，作為其違約時

進口商可立即沒收抵充損失的擔保。然而國際間現金交付相當麻煩，

其後才發展了既能避免困擾，而又仍維持進口商優勢地位的「請求即

付之銀行擔保」，以取代現金的交付。通說認為請求即付概念係源於

中東，同時間西歐也有相同的工具產生，在英國則發展了「確定性證

據條款」413（conclusive evidence clauses）形式，而美國國內則發展

出相同功能的擔保信用狀414。 

2、請求即付銀行擔保之三方關係 

請求即付銀行擔保，雖為存在於擔保銀行與受益人之間的一個契

約，但實際上該保證機制卻涉及多方關係，原則上至少會有買方、賣

                                                 
412 Roeland Bertrams, Bank Guarante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dependent

（First Demand）Guarantees and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in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ICC Publishing S.A., Third revised edition, 2004, p.48 

413 英國法院自 Bache & Co.（London）Ltd v. Banque Vernes et Commerciale de Paris SA,（1973）2 
Llooyd’s Rep.437 一案判決後，即確認銀行保證函中所列索賠之文件具有「確定性證據」

（conclusive evidence）之效力，該條款謂之「確定性證據條款」（conclusive evidence clauses）。

Denning 法官在上述判決中謂，除非所提出之文書在外觀上有明顯之詐欺及不正確性，否則，

銀行不得以任何其他之證據抗辯而排除其效力。參考林雪玉，論擔保信用狀與國際工程契約

保證，中興法學第 18 期，1982 年 3 月，頁 378 註 113。另許忠信教授翻譯為「終局性證據條

款」，依此條款，受益人提出之證據具有終局決定性之效力，不容再加以爭執。參考許忠信，

國際貿易法上銀行擔保狀的法律概念，收錄於黃宗樂教授六秩祝賀－財產法學篇（二），學林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2002 年 5 月一版，頁 237。 
414 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53。美國自 1889 年著名之 Bowen v. Needles National 

Bank 判決公布以來即敕令（deict）銀行不得為任何個人或公司保證，僅有保證公司（Surety 
Company）得承作保證業務。美國銀行乃開發了擔保信用狀，將保證之索賠或付款條件化為

信用狀條款，而保證銀行之裁量義務轉化為審查單據之信用狀義務，雖名為信用狀但實際上

已相當於銀行保證。參考林雪玉，前揭註 413，頁 36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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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及銀行所建構的三方關係415。買方或進口商或業主一方，在銀行擔

保關係中通稱為受益人（the beneficiary、the creditor）；賣方或出口商

或承攬商一方，則通稱為主債務人（the principal debtor、the account 

party）；銀行則稱擔保銀行（guarantor/bank）。受益人與主債務人間通

常有其買賣或承攬等契約關係存在，稱之為「原因關係」或「對價關

係」；主債務人與銀行間則有委託或指示關係存在，稱之為「補償關

係」或「資金關係」；銀行與受益人間的擔保則為「外部關係」416。

三方關係如下圖所示： 

 

 

 

 

                       外 

補償關係               部 

資金關係                  關 

                      係 

               

                        原因關係 

                         對價關係 

 

 

                                                 
415 國際貿易中通常又不止於三方關係，標準型態會包括主債務人（the seller）、受益人（the 

buyer）、指示銀行（the seller’s bank）以及保證銀行（the buyer’s bank），而且標準型態之外尚

有其他許多變型。參考 A.J.D. Barclay, Court orders against payment under first demand 
guarantees us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1989, p111。例如早期

我國廠商承包中東國家工程，該中東國家招標當局却不信賴我國銀行，不接受我國銀行保證，

此時即須由我國廠商先向國內銀行申請對中東銀行出具保證及委託，再由該中東銀行向招標

當局出具保證。參考陳冲，銀行保證──兼論國際商會契約保證統一規則草案，台北市銀月

刊第 9 卷第 7 期，1978 年 7 月，頁 13。 
416 呂彥彬，前揭註 34，頁 196-199。 

銀行 
Bank/Guarantor 

受益人/債權人 
Beneficiary 
Creditor 

主債務人 
Principal debtor
Accoun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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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擔保契約與保證契約之差別 

國際貿易中之銀行擔保契約，係屬擔保契約的一種417，而所謂擔

保契約，係當事人約定，一方（擔保人）對於他方（被擔保人）擔保

一定事項之發生或不發生，並於該事項不發生或發生時，賠償他方所

受之損害，故又稱之為損害擔保契約418。 

擔保契約與保證契約相類似之處，在於其同樣具有以擔保他人之

債權為目的之功能，惟擔保契約仍與保證契約不同者，其最大的差別

在於擔保契約不具有保證契約之從屬性。由於債之關係具相對性的基

本原則，主債務與保證債務基於不同法律關係而生，保證人本不得援

用他法律關係（主債務關係）所生之抗辯對抗保證債務關係之相對

人，但藉由法律明文規定，而使保證所具從屬於主債務的特性，成為

債之相對性原則的例外。然而，擔保契約因非法定之有名契約類型，

並無法律明文排除債之相對性原則的適用，因此，即仍應依債之相對

性原則，認為擔保契約具有獨立性，故不得以他人法律關係之抗辯對

抗其債權人。因而擔保契約所生之擔保債務，與對價關係間所生之債

務，在法律上互相獨立，不具備保證契約所具之從屬性。而該從屬性

之欠缺，即可謂擔保契約與保證契約最重要的區別所在419。 

4、請求即付銀行擔保之內容 

請求即付銀行擔保，有時也稱「無條件擔保」（unconditional 

guarantee），即受益人請求付款時無須證明主債務人違約、或其具有

基於原因關係的請求權存在，也不必證明損失額度。反之，銀行自然

也就不能要求受益人提出任何證據或查詢這些問題。只要符合銀行擔

                                                 
417 陳自強，前揭註 389，頁 93。 
418 詹森林，待婚期間之約定與善良風俗──司法院七十五年三月二十八日廳民一字第一一三九

號函之研究，收錄於前揭註 72 書，頁 372。惟陳自強教授認為：「以損害擔保契約相稱，是

否須以擔保受益人發生損害賠償法上之損害為要件，在具體之個案，問題恐非易解，反而模

糊擔保契約之本質，從而，似仍應以擔保契約之用言為當。」參考前揭註 389，頁 126。 
419 陳自強，前揭註 389，頁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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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所要求的付款條件時，受益人一經提出請求，銀行即須給付。由於

這種「請求即付」的特徵確實容易令人大感驚異，也使其在經相當時

間及努力後才為法界所接受420。而這種受益人相對有利的擔保，在國

際貿易中毫無疑問只會發生在買方市場，因其具有強勢的議價能力，

才有辦法訂定對其本身極為優勢的條款421。也由於請求即付保證使受

益人享有非常優勢的地位，而主債務人則立於相對弱勢之地位，美國

即俗稱這種請求即付擔保是一種「自殺信用狀」（suicide letters of 

credit）422。 

請求即付銀行擔保內容，除了表示「一經請求即須付款」的涵義

語詞423之外，有時也會出現一些像是「如果主債務人違約」（in the event 

of the principal debtor’s default）或「假如主債務人未遵守契約條款或

條件」（should the principal debtor fail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 contract）等條件式的用語，雖然這些用字含義上

帶有濃厚之附隨性意涵，似乎與請求即付意思有所衝突，不過實務上

均將其解釋為是對擔保目的之表達，而非為生效條件424。 

                                                 
420 Kerr, J., in Harbottle（Mercantile）Ltd. v. Nat. Westminster Bank,（1977）:” Performance guarantees 

in such unqualified terms seem astonishing, but I am told that they are by no means unusual, 
particularly in transactions with customers in the Middle East.” See also LG Frankfurt a.M., 
October 16 1962, NJW 1963, p.450, which must be one of the earliest cases in this field, and Bache 
& Co v. Banque Vernes et Commerciale de Paris SA,（1973）, where the courts were persuaded by 
expert evidence to acknowledge the validity of first demand guarantees. With a view to the 
apparent lack of a causa the enforceablility of first demand guarantees has long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Belgian and French legal writing and case law. Cited in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48-49. 

421 如果賣方較強勢些，則可能約定買方須提出第三人證明或是法院判決等，作為確認買方有權

請求付款的憑證。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3 
422 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51-52 
423 相關用語通常包括：payment will be made without any objection、regardless of any objection、

despite any objection by…（account party/principal debtor）、upon simple request、on demand and 
without notice or any condition or restriction、payment without proof or justification、no opposition, 
objection or recourse to arbitration or to the courts … sha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payment 
will be made upon the contractor’s default as determined by you at your absolute discretion、we 
guarantee payment on your request whether or not any amount is due on the … contract、 your 
demand（or statement）shall be accepted as conclusive evidence of liability 等等。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52。 

424 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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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求即付銀行擔保之種類 

請求即付擔保有兩種類型，一是簡易請求擔保（simple demand 

guarantee），一是附違約聲明的即付請求擔保。前者以往通行於中東

地區，受益人只須書面請求付款即可；後者則流行於現在大部分地

區，也包括中東、遠東、拉丁美洲及非洲等地，該擔保規定受益人必

須提出有關主債務人違約的聲明（statement of default），例如：在投

標保證之請求中，須聲明主債務人拒絕簽約或無法提供履約保證；而

在履約保證之請求中，則須聲明主債務人無法完成履約等等。然而違

約聲明僅是受益人形式上、單方的陳述而已，並不需要附進一步的證

據。銀行不允許去質疑受益人聲明的真實性。在英國法律用語，這種

違約聲明被當作是「確定性證據」（conclusive evidence）。違約聲明雖

然並沒有改善主債務人的地位，但至少在受益人請求付款時，被迫得

具體說明其所處的情況，如果不是事實他可能在請求銀行付款時就會

自制些，因此這也可以算是主債務人所具有的策略上或心理上的一種

優勢425。 

此外，請求即付擔保可能也會要求受益人須提出曾向主債務人為

違約通知的影本。該約定同時會搭配要求，在違約通知日起一定期間

內不能提出付款請求，而該期間則稱之為寬限期或猶豫期（the grace 

period）。設定寬限期的目的有二：一是可以讓主債務人有機會試著和

受益人先行協調爭端，受益人可能會因此撤回付款的請求；其次，是

讓主債務人知道受益人即將請求擔保銀行付款，如果主債務人認為該

請求不公平時，可以即時向法院申請禁止令426，以禁止保證銀行付款

                                                 
425 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49-50 
426 禁止令為英美法系國家的產物，係指衡平法院命令特定的當事人履行或不得履行一定行為的

裁定。當事人其權利遭受侵害之行為，若不及時加以禁止，則於事後無法加以彌補或恢復原

狀時，可以向衡平法院申請禁止令。英美法系國家禁止令，相當於我國民事訴訟法上假處分

之規定。參考卓佳慶，擔保信用狀交易之研究，台灣經濟金融月刊 36 卷 2 期，2000 年 2 月，

頁 27-28。惟假處分與禁止令仍有不同，如：一、假處分是一種附帶性的法院命令，申請假

處分後申請人須接著提出原案的訴訟；而禁止令則為獨立之法院命令。二、假處分必須在訴

訟前提出；禁止令可在訴訟前或訴訟後申請。三、法院對假處分審查從寬，只作表面或形式

上審查；但禁止令之審查則較為嚴苛。參考吳家慶，論擔保信用狀，警學叢刊 29 卷 3 期，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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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只是通常需限於受益人詐欺的情況下，才能例外排除銀行付款的

義務428。 

 

（四）請求即付擔保與請求即付保證 

銀行所開發之請求即付擔保（ guarantee payable on first 

demand），如前所述，為應國際貿易需要所生。然而有些國家則於國

內交易中發展出請求即付保證（suretyship payable on first demand ）

的類型，如法國、荷蘭、德國等國家，其所使用的擔保工具雖名稱為

「保證」（suretyship），但卻規定受益人無需證明主債務人違約即得請

求給付、且保證人不得抗辯等為內容，主要使用於代替現金的提出，

特別是有關公部門之工程合約及附稅債務（contingent tax debts）上429。 

至於請求即付擔保與請求即付保證的差異何在？參考德國實務

見解認為，就請求即付約款的角度而言，請求即付保證與請求即付擔

保並無不同，亦即，在請求即付保證，受益人亦可以無需提出主債務

人違約證據，而請求銀行立即給付，銀行不能主張受益人與主債務人

間的原因關係為抗辦；銀行的責任在確認形式上符合付款要求即可；

而就詐欺例外的審查標準，也和請求即付擔保一樣的嚴格430。惟請求

即付保證並不因請求即付約款的存在，而喪失其保證契約的本旨431，

是以，其與請求即付擔保的差異性，可由下列二點觀察得之432： 

1、請求即付保證具從屬性 

由於請求即付保證本質上仍為保證契約，因此其仍具有保證契約

                                                                                                                                            
年 11 月，頁 297。 

427 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50 
428 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11-12 
429 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61 
430 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62-63 
431 德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1975 年 BGH Urteil v. 2.5.1979 之判決中，認為保證契約縱有「請即付」

之條款，亦不違背保證契約之本旨，自此而後請求即付保證之地位即已確立。而該判決前之

見解，則認為係屬債務約束。參考陳自強，前揭註 389，頁 121。 
432 See Roeland Bertrams，supra note 412, p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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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之從屬性，惟因請求即付約款的存在，在銀行完成給付之前，

其從屬性係被暫時擱置。而在銀行付款之後，如果發生受益人基於原

因關係之基礎契約並無權取得該筆付款、抑或銀行所付之金額高於受

益人基於原因關係之基礎契約所應取得者，此時，銀行即得基於原因

關係所生之抗辯，以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受益人返還其所為之給付，

亦即所謂「先付款、後爭議」（pay first, argue later）的原則。至於請

求即付擔保，因擔保契約之獨立性，如發生有應返還給付的情形時，

則僅能由主債務人向受益人請求，銀行不能直接向受益人主張返還。 

惟應注意者，當銀行可以快速的由主債務人處獲得償還其給付

時，例如由主債務人的存款帳戶扣款等，銀行即不得向受益人進行請

求返還給付之訴訟。 

2、舉證責任之轉換 

此外，就請求即付保證關係中，銀行請求受益人返還給付之訴

訟，自 1989 年 3 月 9 日起聯邦最高法院確立了：受益人根據原因關

係而有權取得該付款，負有舉證責任之原則。該項原則係用於解決銀

行給付與受益人所承認之債務額不同時的爭議。然而在請求即付擔保

關係中，由主債務人向受益人請求返還給付的相同情形下，主債務人

仍負有舉證責任，而非受益人。 

（五）小結 

依據我國政府採購法有關履約保證金制度之規範，其中所使用

「銀行書面連帶保證」者，即同時以「保證」為名，但又約定有「請

求即付」之條款內容，因而引發法律適用上是否為保證契約的爭議。

而實務通說，為使「請求即付約款」得以遂行、排除銀行主張原因關

係之抗辯而拒付的可能，均以該銀行保證書並非屬保證契約為前提，

而嘗試以第三人利益契約或擔保契約來解釋，或甚至不討論其契約性

質，而僅謂其為具獨立性之「付款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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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論是第三人利益契約、擔保契約抑或純粹之付款承諾，

雖得以解決「請求即付約款」之爭議，確保招標機關得以迅速使用「銀

行保證書」獲得擔保救濟的功能，但卻也因此同時排除該保證書為保

證契約的可能性。亦即，銀行並非立於保證人之關係為給付，因此當

銀行付款之後，而發現機關依原因關係並無權取得是項給付、或銀行

所給付者大於機關所應得者時，在所謂「先付款、後爭議」的情形下，

自然只能解釋為應由主債務人向受益人──即承攬廠商向招標機關

為請求返還，而完全排除銀行參與爭議的可能。如前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所引述案例，均係銀行給付後訴請招標機關返還餘額，然法院均以

銀行非基於保證之關係給付，不得援引原因關係為抗辯，而駁回銀行

之訴。 

基本上，銀行就承攬廠商與招標機關間之原因關係而言，係為

中立之第三者，對於承攬廠商與招標機關之間的爭議，不但不容易釐

清爭議的來龍去脈，而且也實在沒有介入之必要。是以，排除銀行為

保證人關係，將原因契約爭議留給承攬廠商與招標機關去處理，未嘗

不是沒有道理。然而，就如同最高法院在前項第三款判決所稱：「…

華南銀行所受損害，乃肇因得盛公司未能提供十足擔保所致，與重工

處基於履約保證金保證書約定取得履約保證金無涉。」而當實務見解

表示，銀行對依保證書給付完全沒有任何爭議之餘地時，最有可能的

結果，就是銀行為維護其權益，只好採取要求廠商提供足額擔保方式

處理，以及提高手續費等方式因應，而銀行保證原係為減輕廠商提供

現金擔保的財務壓力之目的，將因此而完全失其作用。 

此外，由於排除銀行請求返還餘額之立場，銀行付款之後反而

是承攬廠商可以請求招標機關返還餘額，雖然承攬廠商具有最終付款

的責任，原則上承攬廠商請求返還後應再償還銀行墊款，但實際上承

攬廠商很容易可藉由債權移轉的方式，將返還請求權讓與第三人，如

前項第四款所引案例中，法院即判決廠商之債權受讓人勝訴，使銀行

付款後仍無法取回餘額。銀行縱使受評價為具資金融通能力之機構，

但在提供履約保證金之案例中，即輕易使應終局負擔責任之廠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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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承擔的風險轉嫁給銀行，形成廠商僥倖風氣及不公平的風險分

配，終究有損於整體之公共利益。 

因此，對於我國履約保證金制度所規範之「銀行書面連帶保

證」，實不妨參考德國實務之見解，以「請求即付保證」為定位，亦

即該銀行保證書仍具有保證契約之性質，僅因請求即付約款而使銀行

在付款之前，暫時不得主張主債務人之抗辯，並以「先付款、後爭議」

方式，允許銀行在付款之後，如果發現受益人（招標機關）有應返還

之餘額時，得以保證人之地位主張主債務人之抗辯，而以不當得利要

求受益人返還餘額，或較能符合公平之機制。 

第二款、銀行抵銷權之行使 

銀行因受承攬廠商委託而對招標機關出具保證書，如前所述，其

性質仍應認定為保證契約，則有關銀行依據該保證契約所生之履約保

證金債務，是否得對招標機關或承攬廠商為抵銷之主張？試分別論述

之。 

（一）抵銷之概念 

抵銷，通常可區分為法定抵銷及約定抵銷二種，法定抵銷係指依

據民法第 334 條規定：「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類相同，並均屆

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

不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不得抵銷者，不在此限。」因此，法定抵

銷之要件433包括： 

1、債權之相互性── 

抵銷須當事人雙方互負債務，唯一方雖非他方之債務人，如其有

權為他人之債務為清償時，自仍可為抵銷之主張。 

2、給付標的須為同種類── 

指雙方當事人所負之給付義務，必須是同種類同特性的；給付地

                                                 
433 黃立，前揭註 45，頁 72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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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原則上不妨礙抵銷之行使；又有無擔保對給付標的是否同

類，並無影響434。 

3、主動債權須有效、屆期及可強制性── 

抵銷人用於抵銷之主動債權，必須完全有效，並可強制實現，亦

即主動債權不得有抗辯權之阻礙。惟債之請求權雖經時效而消

滅，如在時效未完成前，其債權已適於抵銷者，亦得為抵銷。主

動債權不以無爭執或明確為要件，故損害賠償債權當事人間，雖

於其成立或範圍有所爭執，亦非必俟判決確定後始得抵銷435。抵

銷不以主動債權與被動債之額度相同為要件，亦不以基於相同之

債之原因為必要。 

4、須非不容許抵銷之債務 

不得抵銷之債包括：（1）禁止扣押之債；（2）因故意侵權行為而

負擔之債；（3）受扣押之債權；（4）向第三人給付之債；（5）性

質上不能抵銷或有禁止抵銷約定者。 

抵銷之方法，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436。抵銷之效果則溯及最

初可抵銷時，按照抵銷數額而消滅。抵銷是清償以外的另一種滿足債

權人債權的方式，並具有擔保權類似的功能，得優先於抵銷相對人之

其他債權人而受清償，因此抵銷權實不僅僅是一種形成權而已437。 

至於約定抵銷者，係以當事人之合意替代單方之意思而為之，故

是為抵銷契約。基於契約自由原則，對於此種契約之抵銷並無任何限

制，蓋不以清償期之屆至為必要，給付種類不同亦在所不問，只要雙

方當事人合意，皆可抵銷438。 
                                                 
434 最高法院 26 年渝上字第 450 號判例：「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但書所謂，依債務之性質不能抵

銷者，係指互相抵銷即反於成立債務之本旨者而言，以有擔保之債務與無擔保之債務互相抵

銷，並不反於成立債務之本旨。原判決謂有擔保之債務與無擔保之債務，依其性質不能抵銷，

其見解未免錯誤。」 
435 最高法院 22 年上字第 1112 號判例：「抵銷不以雙方之債權明確為要件，故損害賠償債權當事

人間，雖於其成立或範圍有所爭執，亦非必俟判決確定後始得抵銷。」最高法院 22 年上字第

627 號判例：「抵銷抗辯，並不使對待債權發生訴訟拘束，故對待債權雖另在訴訟拘束中，仍

無妨以之供抵銷之用。」 
436 最高法院 47 年台上字第 355 號判例：「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性質為形成權之一

種，為抵銷時既不須相對人之協助，亦無經法院裁判之必要。」 
437 黃立，前揭註 45，頁 738。 
438 最高法院 50 年台上字第 1852 號判例：「抵銷除法定抵銷之外，尚有約定抵銷，此項抵銷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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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銀行對招標機關主張抵銷 

參照前項第二款所引案例，銀行於依保證書給付予招標機關履約

保證金後，因發現所給付之金額加計廠商未領取之工程款，扣除廠商

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後，尚有餘額，因此爰以不當得利起訴請求機

關返還餘額，並以廠商對招標機關未請領之工程款債權，與招標機關

對廠商所得請求之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債權，因適於抵銷適狀，主張

互為抵銷。高等法院認同銀行是項主張，因而判決銀行勝訴。惟本案

最高法院係以銀行保證書性質為「現金之代替」，並非保證契約，因

此銀行不得援引其他契約關係為抗辯，作為免除或減輕其給付保證金

數額之付款義務，銀行亦不得以廠商尚有工程款未領而減少應付履約

保證金數額等為由，判決銀行敗訴。 

然而，如前所述，我國履約保證金制度中之銀行保證書，如參照

德國實務見解以「請求即付保證」視之，則銀行仍係基於保證人之地

位為給付，因此依據民法第 742 條之 1：「保證人得以主債務人對債

權人之債權，主張抵銷。」之規定，銀行原即得以主債務人（承攬廠

商）對債權人（招標機關）之未請領工程款債權，主張與其對債權人

所負之保證債務為抵銷。惟由於「請求即付保證」具有「先付款、後

爭議」之原則，因此，應認為銀行給付時係保留抵銷之主張，並應允

許銀行於付款後，就債權人是否有權保留是項給付進行訴訟，如有得

為抵銷之債權存在時，亦應例外允許其主張抵銷439，始為合理。 

再者，縱使認為銀行已因清償，而不得再就其本身所負保證債務

行使抵銷權時，依據民法第 742 條第 1 項：「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

                                                                                                                                            
之成立及其效力，除法律另有規定（如民法第四百條以下交互計算之抵銷）外，無須受民法

第三百三十四條所定抵銷要件之限制，即給付種類縱不相同或主張抵銷之主動債權已屆清償

期，而被抵銷之被動債權雖未屆滿清償期，惟債務人就其所負擔之債務有期前清償之權利者，

亦得於期前主張抵銷之。」 
439 如為一般情形，法律於抵銷適狀時，給予雙方以形成權，只要此形成權未為任一方所行使，

則任一方均得以其他方式，如履行、代物清償等來清償債務，如有一方為此種清償，則抵銷

之要件即不復存在。此時不能再補為抵銷之主張，因不知有抵銷之機會所為之給付，不能依

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返還。參考黃立，前揭註 45，頁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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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人得主張之。」之規定，以主債務人與債權人間互負之債權債務

關係，如尚未清償而有抵銷適狀時，如前項第二款所引案例中：金鴻

公司未領工程款與高市都發局所受損害，因尚未清償而得為抵銷時，

銀行即得據以主張抵銷而減少損害額度之給付，並以不當得利請求返

還已溢付之保證債務。 

此外，如以目前實務排除銀行保證關係為前提，銀行亦得以對主

債務人（承攬廠商）有委任關係所生之必要費用償還債權，基於其為

承攬廠商之債權人關係，依據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行使債務人（承

攬廠商）對於他方（招標機關）之債權（工程款債權），向他方主張

抵銷440。 

（三）銀行對承攬廠商主張抵銷 

就銀行保證關係中，銀行、招標機關與承攬廠商間形成三方契約

關係441，其中：承攬廠商與招標機關之間是為基礎契約（原因關係）、

承攬廠商與銀行之間為委任契約（補償關係）以及銀行與招標機關之

間成立之保證契約（外部關係）。就此三方契約關係之成立雖互有關

聯，然除其中保證契約具有從屬性，因此得主張基礎契約之關係為抗

辯，並依法律之明文規定，保證人得以主債務人之債權主張抵銷442

外，原則上，個別契約依據債之相對性原則，即具有個別獨立性，因

此，在此三方契約關係中，委任契約與基礎契約，原則上皆不得有援

引其他契約為抗辯之可能。 

前項第五款所引案例，係有關銀行與承攬廠商間主張抵銷債務之

爭議。其中，銀行以其受廠商委任所開立之履約保證金保證書，所承

擔之保證債務，主張與廠商之定期存款債權為抵銷，惟廠商以抵銷債

權不存在為由，而起訴請求銀行仍應依消費寄託關係，給付系爭定期
                                                 
440 參考吳明軒，抵銷權之行使，華信金融季刊第 16 期，2001 年 12 月，頁 79。 
441 參見本章第四節第三項第一款（三）2。 
442 參照民法第 742 條之 1。民國 88 年該條增訂理由為：「主債務人對債權人有債權者，保證人

得否以之主張抵銷，學者及實務見解不一。為避免保證人於清償後向主債務人求償困難，爰

參考日本民法第 457 條第 2 項之規定，增列本條，明定保證人得以主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之債

權，主張抵銷，以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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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債權之利息。 

參照上述三方契約關係觀察，保證契約係存在於銀行與招標機關

之間，因此，銀行所負之保證債務係對招標機關而言，並非對承攬廠

商。銀行與廠商間及與招標機關間二者契約關係互為獨立，並不得互

為援引抗辯。至於銀行與承攬廠商之間所成立之委任契約關係，依據

民法第 546 條第 1 項：「受任人因處理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

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利息。」之規定，則於銀行代為

支付履約保證金時起，始基於委任契約而對廠商產生必要費用之償還

請求權443。換言之，銀行如欲主張與承攬廠商之存款債權為抵銷者，

即須銀行已發生代償而取得對廠商之償還必要費用之債權時，始能為

抵銷之主張444 445。 

是以，在該案例中，銀行主張抵銷之時點，銀行僅係受委任而向

機關承擔保證責任而已，並未因實際付款而取得對廠商請求返還必要

費用之債權，因此，基於抵銷之前提必須雙方當事人均有可抵銷之債

權存在，銀行所主張之抵銷並不合法，廠商之存款債權並不因不合法

之抵銷而消滅，因此銀行在實際支出是項保證金之前，仍有支付廠商

系爭存款利息之義務。 

                                                 
443 最高法院 18 年上字第 1561 號判例：「（一）保證人向債權人代償後，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

債權即移轉於保證人，因之保證人得就實際代償之數額，向主債務人求償。（二） 保證人受

主債務人之委任而為保證者，對於主債務人即有受任人之權利，除依一般委任法則，保證人

因受任保證而代償之數額，應由委任之主債務人償還外，並應償還自支出時起之利息」 
444 銀行為抵銷之主張時，仍須有抵銷適狀，即雙方債務須皆屆清償期。惟實務上銀行多於授信

約定書採用「加速條款」，約定銀行於受信人有一定不利銀行之客觀情勢時（如假扣押），使

銀行授信債權為迅速屆清償期之約定；至於一般存款依消費寄託未定有期限，銀行自得隨時

主張返還，而定期存款因定有期限，銀行通常亦會與存款戶約定，若存款戶對銀行所負之一

切債務如有不按期履行或有宣告破產、裁定重整、假扣押、假處分等情形者，銀行得隨時視

為已有不得已事由返還之，依特約使受信人對銀行之存款債權迅屆清償期。參考，陳敏慧，

論抵銷與銀行授信債權之確保，法聲 17 期，1980 年 6 月，頁 99-100。 
445 至於依該案例所涉扣押命令之債權銀行得否主張抵銷部分，有認為依據民法第 340 條：「受債

權扣押命令之第三債務人，於扣押後對其債權人取得債權者，不得以其取得之債權與受扣押

之債權為抵銷。」之反面解釋，銀行於扣押前已取得之債權即得為抵銷。參考徐壯圖，存款

之查封與銀行抵銷權之行使，法令月刊第 34 卷第 11 期，1983 年 11 月，頁 10；另參考許坤

樹，銀行行使抵銷權相關實務，華南金控 38 期，2006 年 2 月，頁 17。惟亦有認為不應作此

反面解釋，參考曲麗華，論銀行存款之扣押與抵銷，台北市銀月刊 12 卷 4 期，1981 年 4 月，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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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銀行依保證書對招標機關所生之履約保證金債權，依據民法第

742 條之 1 的規定，原即得以主債務人（承攬廠商）對債權人（招標

機關）之債權（例如工程款債權），主張抵銷。惟因「請求即付保證」

所採「先付款、後爭議」原則，應認為銀行給付時係保留抵銷之主張，

並應允許銀行於付款後，如有得為抵銷之債權存在時，亦應例外允許

其於事後主張抵銷，並得以請求返還抵銷後之餘額，始為合理。再者，

縱使認為銀行已因清償，而不得再就其本身所負保證債務行使抵銷權

時，依據民法第 742 條第 1 項：「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得主

張之。」之規定，以主債務人與債權人間互負之債權債務關係，如尚

未清償而有抵銷適狀時，銀行即得主張抵銷，以作為其減少給付保證

金之抗辯，並依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返還抵銷後之餘額。 

至於銀行與承攬廠商之間，因係成立委任契約，而該委任契約與

保證契約間係獨立關係，因此銀行不得以因保證契約所生之保證債務

對承攬廠商主張抵銷。惟於銀行因保證契約實際發生代付履約保證金

時，始依據民法第 546 條第 1 項規定，因委任契約關係而產生請求必

要費用償還之債權，則此時，銀行始得就其與承攬廠商間之債權債務

關係，主張抵銷。 
 

第五節、保證保險單之爭議 

第一項、問題之提出 

依據政府採購法規範，廠商得以保險公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作為

履約保證金之繳納，參照保險法第 95 條之 3 規定，此處所稱保證保

險單應即為「以債務人之不履行債務為保險事故」的保證保險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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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由於保證保險性質究為保證抑或保險，學理上原有爭議，復以政

府採購法又以「連帶保證保險」稱之，且採購主管機關所提供之履約

保證金連帶保證保險單，其中條款第 7 條所約定內容：「本公司（案

指保險公司）不得以被保險人未就得標人財產強制執行為由，拒絕履

行被保險人之給付責任。」似為放棄民法保證之先訴抗辯權等等原

由，更是讓該保證保險單之性質難以認定。特別是在保險法因有短期

時效規定，當發生消滅時效抗辯時，保證保險單之性質認定即具有重

大的意義。 

此外，保險公司出具保證保險單有關於理賠方式、以及理賠範圍

等實務上之爭議，是否符合履約保證金所為債權擔保之目的，亦將一

併參考相關案例進行討論。 

 

第二項、實務案例 

第一款、臺灣高等法院 95 重上更（一）字第 195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447 

上訴人國立編譯館與原審共同被告聯教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聯教公司）於民國 90 年 5 月 31 日訂立「90 學年度部編本國

民中學 2 年級教科用書授權印製發行契約」（下稱系爭印製發行契

約），約定聯教公司除應向上訴人分 4 期繳納編輯費新台幣 1 億 7,258

萬元，每期各 4,314 萬 5 仟元外，聯教公司並以被上訴人新光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保險公司）簽發之履約連帶保證保險單（下

                                                 
446 保險法第四節之一有關保證保險類型除第 95 條之 3 所規範之「以債務人之不履行債務為保險

事故之保證保險契約」外，亦包括第 95 條之 2 所規範之「以受僱人之不誠實行為為保險事故

之保證保險契約」。 
447 本案相關裁判：台北地方法院 93 年重訴字第 1020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4 年重上字第 131

號判決、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2422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5 年重上更（一）字第 195
號判決、最高法院 96 年台上字第 1666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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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系爭保險單）供作履約保證金 2,000 萬元之繳納。俟聯教公司未如

期於 91 年 1 月 31 日繳清第 3 期編輯費，屢經催討無效，上訴人乃於

91 年 5 月 8 日終止系爭印製發行契約，因聯教公司未付第 3 期編輯

費，即屬未履行契約，爰依系爭印製發行契約及連帶保證之法律關

係，請求被上訴人與聯教公司連帶給付上訴人前揭編輯費中之 2,000

萬元及自 91 年 5 月 10 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利息。 

被上訴人新光保險公司則以：被上訴人從未與上訴人簽立任何保

證契約，兩造間僅有保險契約關係，並無民法上之連帶保證關係，上

訴人係依系爭保險單為請求，而保險理賠請求權應適用保險法所定之

2 年消滅時效，上訴人之請求權早已罹於時效而消滅，被上訴人自得

拒絕給付等語以為抗辯。 

（二）判決理由448 

本案原第二審法院，以系爭保險單之法律性質為保險契約並非保

證契約，而該保險金請求權亦已罹於二年時效而消滅，因而為上訴人

國立編譯館敗訴之判決。惟經最高法院發回更審後，改判國立編譯館

勝訴，被上訴人新光保險公司應與聯教公司連帶給付新台幣 2,000 萬

元及自民國 91 年 5 月 10 起至清償日止之利息，並經最高法院確認。

其判決理由為： 

1、兩造間成立連帶保證契約 

「經查：（1）系爭保險單名稱為『履約連帶保證保險單』…增

加『連帶保證』4 字，與一般責任保險之保險單不同。（2）系爭保險

單施工期限欄記載『自 90 年 5 月 22 日起至本契約完成；經被保險人

驗收合格並報經有關機關核准之日或被保險人書面解除保證責任之

日止，以兩日其中先屆者為準』…亦明示係負保證責任。（3）系爭工

程履約保證保險單條款第 4 條『工程契約之變更』記載：『工程契約

                                                 
448 本案判決經最高法院 96 年台上字第 1666 號裁定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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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變更時，本公司之保證責任以變更後之工程契約為準…』；同條

款第 10 條就放棄先訴抗辯權為約定：『本公司（即被上訴人）不得以

被保險人（即上訴人）未就承攬人（即聯教公司）財產強制執行尚無

結果為由，拒絕履行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其內容屬連帶保證之

約定，責任保險並無先訴抗辯問題。（4）被上訴人所提財政部於 75

年 3 月 11 日核准，81 年 4 月 15 日修正之『工程履約保證保險』商

品，其名稱為『工程履約保證保險單』，而系爭保險單為『工程履約

連帶保證保險單』，特別增加『連帶』2 字，其用意在『加重』保證

責任。（5）系爭保險單之要保人為聯教公司；被保險人為上訴人，屬

第三人利益契約。單純之保險契約僅保險人負保險義務，但本件保險

契約卻約定被上訴人負連帶保證責任。聯教公司將系爭第三人利益契

約交付上訴人，經上訴人同意收受，就連帶責任部分，已符合『明示』

要件，兩造間除保險關係外，應另成立連帶保證契約，惟因系爭保險

單保險金額欄及系爭工程履約保證保險單條款第 6 條第 3 項約定，賠

償總額以 2,000 萬元為限，係屬有限之連帶責任，基於契約自由原則，

應屬有效。（6）綜上，系爭保險單之形式或內容均有連帶保證之明示，

被上訴人應負連帶保證責任。」 

2、該連帶保證並未違反公司法 

「按公司除依其他法律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不得為

任何保證人，公司法第 16 條第 1 項雖定有明文。惟查，責任保險與

保證保險均屬被上訴人之營業範圍，…連帶保證之性質與責任保險、

保證保險性質類似，均為第三人之違約行為負責，被上訴人收取保險

費而出立兼具責任保險與連帶保證性質之『履約連帶保證保險單』，

自不違反公司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3、本件保險範圍包括系爭編輯費 

「依系爭保險單『工程契約內容述要名稱』欄所載『90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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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編本國民中學 2 年級教科用書授權印製發行』，僅係確定應履約工

程契約之名稱，並無特定或限縮履約連帶保證保險範圍；原審共同被

告聯教公司持該契約向被上訴人新光公司投保，被上訴人保險單名為

『履約連帶保證保險單』，已表示被上訴人新光公司應就履約（全部

契約）負連帶保證責任；又系爭保險單所附『工程履約保證保險單條

款』第 1 條承保範圍明載：『承攬人於保險期間內，不履行本保險單

所載之工程契約…，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而承攬人依工程契約之規

定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

責』；況，聯教公司投保時，曾交付系爭印製發行契約予被上訴人，

為被上訴人所不爭，顯見條款第 1 條承保範圍係涵蓋全部契約在內。

如聯教公司依契約應負賠償責任時，被上訴人即應負連帶賠償之責。

故被上訴人抗辯本件保險範圍不包括系爭編輯費云云，自不足取。」 

4、請求權並未罹於時效 

「按連帶保證之請求權時效為 15 年（民法第 125 條參照）。系

爭第 3 期編輯費，聯教公司應於 91 年 1 月 31 日繳清，為兩造所不爭，

上訴人自該時起得請求被上訴人負連帶保證責任。上訴人曾於 91 年

4 月 1 日向被上訴人請求第 3 期編輯費 2000 萬元，已如前述。上訴

人於 93 年 8 月 26 日起訴請求被上訴人連帶給付…並未逾 15 年之時

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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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上字第 229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449 

被上訴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張：訴外人趙壹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趙壹公司）於民國 90 年間與伊簽約，承攬伊「高雄市

立褔山國民中學第一期校舍新建工程（土木建築工程）」，並就工程

履約保證事宜，以伊為被保險人，向上訴人中央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投保工程履約保證保險單，如趙壹公司在保險期間內，有不履行系

爭工程契約，而就伊所受損失應負賠償責任時，經伊通知後，上訴人

得選擇：（一）代洽符合原投標資格並經伊同意之廠商依原工程契約

完工。（二）由伊依原工程契約發包方式及契約條件，就未完成部分

重新發包，上訴人則按重新發之總金額超過原工程合約總金額扣除實

際已付趙壹公司工程費之差額，由上訴人賠償。保險金額為新台幣

1,951 萬 6,151 元。嗣趙壹公司因財務困難而於 91 年 4 月 2 日停工，

經上訴人依保險契約約定選擇由訴外人旺聖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旺聖

公司）接續施作，兩造並與旺聖公司於 91 年 8 月 7 日訂立契約承擔

書，除同意由旺聖公司承擔原工程契約之債權債務關係並接續施作

外，上訴人亦同意就旺聖公司仍依系爭保單條款對伊負履約保證責

任。詎旺聖公司於訂約後遲未進場施工，伊乃於 91 年 8 月 27 日對

旺聖公司終止契約，並請上訴人再依約選擇履約方式，均未獲理會，

伊為教學順利乃重新發包，並由訴外人棟宇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棟宇

公司）於 91 年 9 月 16 日起進場施工，於 92 年 2 月 16 日完工驗收。

伊因趙壹公司及旺聖公司之未履約而重新發包致受損失，爰依保險契

約及契約承擔書之約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 798 萬 7789 元

本息之判決。 

                                                 
449 本案相關裁判包括：高雄地方法院 93 重訴字第 12 號判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上字第 229

號判決、最高法院 96 台上字第 1197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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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則以：伊於趙壹公司未依約履行後，業經被上訴人同意洽

由旺聖公司代為進場施作，已履行保險人之責任，而旺聖公司既尚未

就系爭工程與伊另訂保險契約，伊自無就旺聖公司之履約事宜負責之

必要。況被上訴人於旺聖公司並無不履約之情事下，任意不合法終止

工程契約，且未依原工程契約方式另行發包，伊自無賠償責任可言。

縱認伊應負賠償責任，被上訴人所請求之項目及金額，或未能舉證證

明，或與未履約間無因果關係，或應由被上訴人自行承擔，均非伊依

約應賠償之項目及範圍等語，資為抗辯。 

（二）判決理由450 

本案判決上訴人中央產物保險公司應給付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新

台幣 3,840,415 元（低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之請求金額），其判決理由

為： 

1、上訴人仍對旺聖公司負履約保證保險人之責任 

「承擔書第 1 條約定：旺聖公司承擔趙壹公司依系爭工程契約

之所有債權債務關係，被上訴人並得向旺聖公司請求履行該契約，及

向旺聖公司依約給付工程款。第 2 條約定：上訴人對於契約承擔後

之旺聖公司，仍依原契約之系爭保單條款對被上訴人負履約保證責

任。第 3 條約定：旺聖公司應依系爭工程契約有關履約保證之規定

事項，與上訴人辦妥履約保證之手續，並將履約保證單一併送交被上

訴人…則由代洽旺聖公司續行履約之上訴人，本於保險人之地位續為

履約保證，不僅與一般經驗法則相符，亦符合上訴人訂立承擔書之經

濟利益及目的。則被上訴人主張旺聖公司因未能履約致其受有損失

時，上訴人仍應依原系爭保單，對被上訴人負賠償責任，即可採信。」 

「…依系爭保單第 9 條『本保險人所載之承攬人變更時，本保

險契約之效力即行終止』之約定…雖約定承攬人變更時，其效力即行

                                                 
450 該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之判決，經最高法院 96 台上字第 1197 號裁定所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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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但上訴人於訂立承擔書時，既已明確表示仍依原系爭保單條款

對被上訴人負履約保證責任，並將原系爭保單號碼一併明確載明於承

擔書上，自有續行為旺聖公司之履約責任為保證保險之意思，此項約

定應有排除上開保險單條款第 9 條之效果，上訴人自不得援引為不

須負責之論據。」 

「…承擔書第 3 條之約定，係因上訴人同意就旺聖公司之履約

責任，仍依原保險單條款為負責後，為使旺聖公司與上訴人間之履約

保證事宜更為明確，始約定應由旺聖公司與上訴人辦妥相關手續，並

將履約保險單送交被上訴人，就其約定意旨觀之，應係在確認上訴人

與旺聖公司間之權利義務…又保險法第 42 條所稱之保險單或暫保

單，僅係就保險契約存在與否為證明之文件，並非保險契約之成立或

生效要件，上訴人既係依承擔書之特別約定為保險責任之承擔，自無

上開條文之適用問題…依上所述，旺聖公司依契約承擔書之約定，已

繼受趙壹公司之承攬人地位，並承擔其所有之債權債務，而上訴人對

旺聖公司就系爭工程之履約情事，亦同意負工程履約保證保險人之責

任，足堪認定。」 

2、被上訴人終止旺盛公司契約係屬合法 

「按系爭工程契約第 20 條第 2 項約定：『乙方（指承攬人）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甲方（指被上訴人）得終止或解除契約：…乙方

逾規定期限尚未開工，…乙方違背契約或發生變故，甲方認其不能履

行本契約責任者。』是承攬人逾規定期限尚未開工，或違背契約，被

上訴人認其不能履行本契約責任者，被上訴人得終止契約。查旺聖公

司自 8 月 7 日訂立承擔書後，雖於 8 月 14 日申報復工，但隨即於

同日停工，復雖於同月 20 日申報開工，但迄被上訴人終止契約前，

亦均無進場施工情事，則以其係因趙壹公司停工後，受上訴人指定代

為履約之廠商，而在申報復工及開工後，均未依約履行之情形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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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以旺聖公司已逾開工期限，及不能履行本契約責任為由，終

止契約，應與該約定之要件相符，而屬合法。」 

「…旺聖公司係上訴人洽請代為履約之廠商，並與被上訴人訂

立契約而承擔原工程之全部權利義務，則旺聖公司已因承擔而變更為

系爭工程契約之承攬人，並非由被上訴人與其就後續工程另訂立一後

續工程承攬契約，則其在原契約架構下之身分地位即與趙壹公司相

同，負有將系爭工程全部完工之義務，故就其應履約之範圍及其可取

得如何之代為履約利益（除工程款外），自應由上訴人與其洽商決定，

尚難以趙壹公司施作部分尚未清點明確，執為拒絕進場施作之依

據。…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以旺聖公司逾期開工及已不能履行本件契

約責任為由，終止契約，應與約定要件相符。被上訴人主張其終止合

法，堪予採信；上訴人抗辯終止不合法，並不足採。」 

3、賠償範圍之認定 

「查系爭保單第 1 條約定『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內，不履行本保

險單所載之工程契約，致被保險人受損失，而承攬人依工程契約之規

定，應負賠償償任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系爭保單第 6 條就賠償方式約定：『本公司於接獲前條通知

後，得選擇下列任何一方式，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一由本公司代

洽符合原投標資格並經被保險人同意之廠商依照原工程契約完成該

工程。二由被保險人依照原工程契約發包方式及契約條件而就未完成

部分重新發包。本公司按重新發包之總金額超過原工程契約總金額扣

除實際已付承攬人工程費之差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承攬

人不履行工程契約致所受損失，包括利息、登記、運費、違約金、稅

捐、訴訟費及重新招標費用。』…雖約定上訴人按『重新發包之總金

額』超過『原工程契約總金額』扣除『實際已付承攬人工程費』之差

額為計算，惟揆其賠償目的，乃在於填補被上訴人因該未完成部分重

新發包之總金額相較於按原工程契約就該未完成部分如履行而計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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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程款有所增加之損失，則就已完成部分如均已實際支出工程款之

場合，上開計算固屬無疑，…上開計算方式，所扣除之工程款既係為

先計算已完成部分之工程款數額，俾計算未完成部分之工程款數額，

則除保留款外，凡已完成部分而未付工程款亦應予扣除計算，方符系

爭保單之契約目的。是雖系爭保單就上開計算方式未明文約定應扣除

包括保留款在內之已完成部分而未付之工程款，並不符合兩造締約之

目的，應依誠信原則，對此項契約漏洞予以補充解釋。」 

「…查被上訴人請求監造費之期間係自 91 年 4 月 2 日至同年

9 月 16 日止，而重新招標係於 91 年 9 月 10 日，則自 91 年 4 月 2 日

至 9 月 9 日止，縱令被上訴人有支出監造費，亦非屬因重新招標所

須支出之費用，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自有未合。…被上訴人請

求上訴人賠償逾期遭監造單位求償監造費 68 萬 1754 元，不應准許…

依上所述，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項目及金額分別為：重新發包增加工

程款 274 萬 5016 元、重新發包之文件費及工作人員工作費 2 萬 1000

元、工程逾期罰款 97 萬 5807 元、工程逾期空汙費 9 萬 8592 元，合

計 384 萬 415 元。」 
 

第三款、臺灣高等法院 94 保險上字第 21 號判決 

（一）事實摘要451 

史博館起訴主張：訴外人前烽公司於民國 89 年 6 月 13 日與伊訂

立史博館第 1 期展示製作工程合約（下稱工程合約），總價新台幣

231,800,000 元，並向富邦公司投保工程履約保證保險（下稱系爭保

險）保險金額為 2,318 萬元，保險期間自 89 年 7 月 1 日起至 91 年 1

月 1 日止，承保範圍為前烽公司於保險期間內不履行工程合約致伊受

有損失，而前烽公司依工程合約之規定應負賠償責任時，富邦公司即

                                                 
451 本案相關判決包括：台北地方法院 93 保險字第 1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4 保險上字第 21

號判決、最高法院 96 台上字第 217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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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賠償責任，前烽公司並將保險單正本交付伊作為履約保證金。嗣

前烽公司於 90 年 7 月 24 日晚間因施工瑕疵引起火災（下稱系爭火災

事故），依約應修復及繼續完成尚未完成之工程，詎其未修復，亦未

繼續施作未完成之工程，顯已違約。因富邦公司無法代洽符合原投標

資格並經伊同意之廠商依照原工程契約完成該工程，乃由伊發包予訴

外人聯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聯翔公司）進行復建及後續工程，

伊已支付復建工程費用 3,800 萬元，另前烽公司未完成部分重新發包

金額為 4,750 萬元，與未完成部分原工程款 46,013,701 元之價差為

1,486,299 元，合計 39,486,299 元，伊得依工程合約對前烽公司請求

賠償。爰依保險單之約定，求為命富邦公司給付 2,318 萬元，及自 92

年 7 月 31 日起加計法定遲延利息之判決。 

富邦公司則以：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及擴大可歸責於史博館，且

依保險單約定，係非屬系爭保險單條款之承保範圍，伊無庸負理賠責

任。且如因履行系爭工程所致其他關聯工程標的之損害，屬加害給付

範疇，伊亦無理賠之義務。另上訴人支付復建費用部分，與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 92 年度仲聲信字第 002 號仲裁判斷事件（下稱仲裁事件）

之請求重複，其此部分之請求無理由。又上訴人未依保險單條款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約定，計算其請求之金額並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

說，其請求損害賠償亦無理由云云，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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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理由452 

本案高等法院判決史博館勝訴，得請求新台幣 2,318 萬元之理賠

金額，其判決理由如下： 

1、廠商依契約應負責任已符合理賠要件 

「查工程合約第 20.2 條、第 24 條依序約定：『因可歸責於乙方

（前烽公司）之事由致工程不能於約定期限完成者，甲方（史博館）

得要求減少報酬或訂有相當期限催告乙方（前烽公司）限期完成。如

於期限內不完成者，得終止本合約。甲方（史博館）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不因此而受影響』、『在工程未經正式驗收以前，所有已完成工程及

第 18 條所載之材料或機具（包括由甲方供給及乙方自備者），所毀損

滅失之危險，均由乙方（前烽公司）負擔』。而系爭火災事故起火點：

『應位於…史前館展示廳第 5 展示室南側展示櫃附近』，起火原因：

『據現場搶救人員目擊情形及火流延燒狀況，研判此次火災以用電不

慎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最大』…而不論電氣器具故障、配線短路、漏電、

半斷線等均屬前烽公司所提供之設備或施作之工作成果，則因前烽公

司施工不良且違反屋內線路裝置規則，致其所裝置之電線通電因逐漸

劣化之電線絕緣體，無法發揮阻絕電流溫度之效用，於營運通電後方

15 日即 90 年 9 月 24 日即發生火災，則前烽公司就系爭火災事故之

                                                 
452 唯本案高等法院之判決，經富邦保險公司上訴，最高法院 96 台上字第 2174 號判決以：「查被

上訴人於系爭仲裁事件中請求前烽公司賠償因系爭火災燒燬部分所支出之復建費用，除系爭

工程之 31,212,012 元外，尚包括其他廠商施作部分之 51,334,522 元，合計為 82,546,534 元，

嗣經過失相抵百分之十，扣除 8,254,653 元，及與前烽公司得請求之金額 55,394,480 元抵銷後，

始判斷前烽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 18,897,401 元（82,546,534-8,254,653-55,394,480=18,897,401，

見一審第二卷九四、九五、九七頁之系爭仲裁判斷書理由），而前烽公司得請求之金額及被上

訴人應負百分之十過失責任之金額，究與被上訴人請求賠償金額何部分為抵銷及相抵，系爭

仲裁判斷書既未敘明，則仲裁判斷前烽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之 18,897,401 元，是否未含其他

廠商施作部分之復建費用，即非無疑。倘有包括，而原審謂此部分不在系爭保險賠償範圍內，

則仲裁判斷前烽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之上開金額，能否全數列入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

之數額內，自有再推求之餘地。且因原審認定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之數額已逾保險金額，復

未說明超過部分究指何者，此項即與被上訴人究能請求上訴人賠償若干攸關。乃原審疏未審

酌及此，遽以前揭理由，而為上訴人不利之判決，自屬可議。上訴論旨，指摘於其不利部分

之原判決為不當，求予廢棄，非無理由。」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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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自屬可歸責。…其依工程合約第 20.2 條之約定即應對史博館

負賠償責任，並應依第 24 條約定負擔危險，與保險單第 1 條『而承

攬人（前烽公司）依工程契約之規定應負賠償責任』之要件相當，史

博館據保險單第 1 條之約定向富邦公司請求給付保險金，即屬有據。」 

2、廠商有可歸責者即非屬不保事項 

「然保險單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不保事項』約定：『一、承

攬人（前烽公司）因下列事項未能履行工程契約時，本公司（富邦公

司）不負賠償責任：…因可歸責於被保險人（史博館）之事由』，是

苟承攬人前烽公司係因可歸責於被保險人即史博館之事由致未能依

約履行時，富邦公司固不負賠償責任，惟此應限於前烽公司本身就不

履行契約無可歸責事由始足當之，如該不履行係因可歸責於前烽公司

及史博館之事由所致，富邦公司即不得援引上開約定主張免責。…富

邦公司辯稱其得援引上開不保事項之約定，自應就前烽公司上開不履

行工程係因不可歸責於前烽公司且可歸責於史博館之事由所致等有

利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前烽公司就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屬可

歸責，至少系爭火災事故之發生同時可歸責於前烽公司、史博館，有

如前述，是依上開說明，富邦公司不得援引保險單第 2 條第 5 款之約

定主張本件屬不保事實。」 

3、理賠範圍以前烽公司不履行工程本身所致之損失為限 

「前烽公司係依工程合約第 6 條有關履約保證之約定向富邦公

司投保系爭保險，以代履約保證金之提出，為兩造所不爭執。而一般

履約保證金乃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確保其契約之履行，交付於他方

一定之金額，以為履行契約之擔保。是保險單第 1 條約定史前館得對

前烽公司請求賠償之範圍，應以是否屬前烽公司不履行工程合約本身

所致損失為斷。依系爭工程合約第 2 條約定，除第 4 條第 3 項約定前

烽公司在我國境外製作之展示品、製作品及其零件或自境外進口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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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館之材料、用具器材部分屬買賣性質外，其餘均為承攬契約。再按

民法第 490 條規定，承攬人負有完成工作物之義務，是前烽公司就其

已施作尚未完成經史博館驗收之工程，因系爭火災事故致毀損者，依

約自有予以修復之義務，另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之其他廠商施作部分

工程，因非屬前烽公司依工程合約應施作之部分，自不在本件履約保

證保險賠償範圍內。」 

「史博館得請求富邦公司賠償之金額為 24,771,749 元

（4,184,150453+1,486,299454+203,899455+18,897,401456），然兩造間保險

單之保險金額為 2,318 萬元，史博館僅得請求 2,318 萬元…史博館本

於保險契約（保險單）約定之法律關係，請求富邦公司給付史博館

23,180,000 元，及自 94 年 8 月 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年利率 5%

計算之利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第三項、問題討論 

第一款、保證保險之性質 

前項第一款案例爭議中，保險公司主張履約保證金連帶保證保險

單為保險契約，並依據保險法第 65 條：「保險契約所生之權利自得為

請求之日起，經過二年不行使而消滅」之規定，提出時效抗辯。然而

法院最終仍以該連帶保證保險單形式或內容均有連帶保證之明示，而

認定被上訴人（即保險公司）應與廠商負連帶保證責任。而由於保證

契約並無短期時效之規定，依據民法第 125 條之原則，請求權消滅時

效應為 15 年，因此判決機關勝訴。 

至於保證保險之性質究為保證或是保險，擬先由我國保證保險之

                                                 
453 前烽公司已施作因火災燒毀須復建部分工程，重新發包金額 38,000,000 元與原工程契約金額

33,815,850 元之差額。 
454 前烽公司未施作重新發包金額 47,500,000 元與原工程契約金額 46,013,701 元之價差。 
455 仲裁費與執行費。 
456 仲裁獲勝而未獲賠償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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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由來觀察，再就學說上之爭議論點進行討論。 

 

（一）我國保證保險發展由來 

1、實務發展 

我國保險法在民國 81 年增修之前，並沒有「保證保險」之規定，

但實務上業界於民國 58 年時，即曾由臺灣產物保險公司與中央產物

保險公司報請財政部核准，以安裝綜合險附加批單方式，承保加拿大

廠商承建中山科學研究院核子反應爐之工程履約保證保險457；民國

61 年中國產物保險公司針對中央信託局標購業務設計開辦了「投標

押標金保證保險」458，當時審計機關以法無明文曾函詢主管機關意

見，財政部錢幣司函釋：保證保險是保險法所稱其他財產保險範圍（六

六台錢司五發一四九○號函），從而確定了保證保險的地位459。 

民國 62 年產險業經財政部核准，於承保工程綜合險時，得以批

單方式附加承保履約保證保險，自民國 63 年高速公路局陸續採用而

漸行普遍460。民國 73 年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成立，積極拓展工

程上保證保險業務，先後擬訂六種保證保險單條款461報經財政部於民

國 75 年核准施行，從而使保證保險擺脫附加險之形式，而得予獨立

承保。惟保證保險自當時開辦並未受到重視，主因係條款限制過嚴，

營造廠商及業主頗感窒礙難用，而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單位基於行政

責任考量，更是裹足不前462。 
                                                 
457 施文森，論工程保證保險制度，法學叢刊 37 卷 4 期，1992 年 10 月，頁 26。  
458 施文森，前揭註 457，頁 26。 
459 應式文，前揭註 200，頁 103。 
460 參考施文森，前揭註 457，頁 26。 
461 六種工程保證保險單包括：工程押標金保證保險、工程履行保證保險、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

工程保留款保證保險、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工程保固保證保險。參考林咏榮，前揭註 201，

頁 6。 
462 有關保險條款嚴苛之批評，例如其中工程履約保證保險部分，即有謂：「按保險人於履約保證

保險下所負之責任，原則上應完全以承攬人與工作人間所簽訂之主契約為依歸，承攬人因不

履行工程契約所須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民法第 216 條明定為定作人所受損害及所失利益，

依據以上分析，保險人於保單下對於定作人所負之賠償責任已減縮至最小，而幾近不合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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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內政部營建署鑒於中小型營造廠不易獲得銀行保證，無法

參與公共工程投標，遂參照財政部民國 75 年核准之保證保險條款，

並配合政府機關發包需要，統一訂定標準範本，由工程保險協進會送

財政部審核，並經財政部於民國 81 年函准修訂使用463。該次修正內

容主要為：將債務人不履約之違約金、罰款及其他附帶損失列入賠償

範圍；保險期間則配合政府審計及驗收規定；承攬人不履約而由連帶

保證人繼續承作時，保險仍繼續有效；且工程遇有變更，保險人之責

任則以變更後之契約為準等464。然而，該修正結果受批評為是把保證

保險淪為銀行保證，而論者多歸因於保證保險沒有法源依據所致，並

主張應於保險法明文立法，以期發揮功能465。 

2、法源依據 

保證保險雖於實務界行之多年，但真正法源依據一直付之闕如，

民國 79 年行政院提送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總說明即指出

466：「保證保險及年金保險在國內已甚普遍，且我國保險業已經營有

年，惟現行法尚無規範，特予增訂以配合業務發展之需要，並使現行

保證保險及年金保險之經營取得法律依據。」而其中增訂「保證保險」

專節之增修理由則謂：「（一）歐美先進國家採行保證保險制度已久，

為重要險種之一，且保證保險與財產保險不盡相同，有於本法專節規

定之必要。（二）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動工程保證制度，加強營繕管理，

且工商投保誠實信用保證保險者，逐年增加，爰將保證保險於本法中

                                                                                                                                            
程度。不僅此矣，本保險尚責令被保險人負工程契約變更之通知義務及不履行契約發生之通

知義務，如與美國履約保證保險中有主契約變更無須為通知之規定比較，實屬過份苛刻。且

保證保險之真正當事人應為承攬人，對於工程契約之變更，不論變更之大小，被保險人均須

為之通知保險人，此在法理上亦欠公允。」參考施文森，前揭註 457，頁 32。 
463 工程保險協進會於本次送審中強調，該修訂以適用於公共工程為宜，若以之適用非公共工程，

因定作人之徵信資料通常無從取得以及再保安排不易，勢將憑增保險人在核保及危險轉嫁上

之困難，並為此請求財政部准許其保留原條款，俾保險人對於一般民間工程究採用原條款或

修正條款，得按實際情形而為適當之選擇。而財政部特設之專案小組審查後，亦決議：公共

工程同意統一按內政部修訂之六種工程保證保險單標準範本（即修正條款）承保。非公共工

程是否適用修正條款由各保險公司逐案自行斟酌。參考施文森，前揭註 457，頁 51。 
464 參考施文森，前揭註 457，頁 34。 
465 參考林咏榮，前揭註 201，頁 3。 
466 立法院公報 81 卷 7 期，民國 81 年 1 月 22 日出版，頁 155。 



 192

明定，以資適用。」467 

民國 81 年 2 月 26 日保險法修訂公布，其中第 95 條之 3 規定之

「以債務人之不履行債務為保險事故」的保證保險契約，即為實務界

長期使用各式工程保證保險單的法源依據，而使保證保險正式成為保

險法規範的內容。 
 

（二）保證保險性質之爭議 

至於保證保險法律性質，則有保證說及保險說二種468： 

1、保證說 

（1）從當事人觀察： 

保證（suretyship）涉及保證人、被保證人及權利人之三方關係

469，而普通保險契約當事人則僅保險人與要保人470而已。 

（2）從制度本質觀察： 

保證為財產保障制度，保證所保障的危險並非偶發意外，而係

操之於被保證人，若發生違約情形，保證人對被保證人具有追

償權，所支付的保險金亦可獲補償，因此理論上並無預期損失；

保險則係對偶發事故所生的之損害填補，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

並無求償權。 

                                                 
467 立法院公報 81 卷 7 期，民國 81 年 1 月 22 日出版，頁 124-125。 
468 以下參考廖世昌，解析保證保險，月旦法學雜誌第 107 期，2004 年 4 月，頁 129-130。 
469 該保證指英美法之保證。英美因習慣上係以保證人與債務人共同作為連帶保證人（我國民法

則否），因此其定義乃係「保證人向債權人擔保，如被保證人不能履行對債權人之承諾時，由

保證人代為履行的契約」。由是可知其保證契約共有三方面的當事人，即保證人 surety、債權

人 obligee 和被保證人 principal。通常在保證契約上均由保證人及被保證人共同簽字。參考王

衛恥，保險法中增訂保證保險的條文問題，產險季刊 19/20 卷，1976 年 6 月，頁 30。See also 
Restatement of Security § 82（1941）:” Suretyship is the relation which exists where one person 
has undertaken an obligation and another person is also under an obligation or other duty to the 
oblige, who is entitled to but one performance, and as between the two who are bound, one rather 
than the other should perform.” 

470 此為保險契約的二分法概念，惟保險契約法亦有三分法理論，即保險契約包括保險人、要保

人與被保險人。參考江朝國，人身保險之保險利益（上），收錄於月旦法學教室（2）私法學

篇（1995-2001），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1 年 4 月再版第 1 刷，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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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費用性質觀察： 

保險費係依大數法則計算，但保證費用通常只是手續費或服務

費，與保險費之計算不同。 

（4）從翻譯名稱觀察： 

保證在美國稱為 bonding 或 suretyship，在英國稱為 guarantee，

都未以 insurance 稱之。而除誠實保證（fidelity bonds）有成為

保險之趨勢外471，一般確實保證（surety bonds）472均與保險無

關。 

2、保險說 

（1）從保險契約特性觀之： 

保險契約本質為有償雙務契約，保證契約為無償片務契約，二

者本質上不相同。 

（2）從規定形式觀之： 

保險法增訂保證保險一節，即係將保證保險作為保險之類型。 

（3）從事故的偶發性觀之： 

保險事故須具備偶然性，如為要保人所致之損害，因違反誠信

原則而不予填補。至於保證保險，雖保險事故發生係要保人之

故意行為造成，但如特約由保險人賠償而不致違反誠信原則

時，即應認為該約定為有效。再者，若將「保險事故偶然性」

解釋為「在保險契約訂立時發生與否尚未確定之狀態」，則即使

                                                 
471 美國有不少保險公司已將誠實保證，改名為「不誠實保險」（dishonesty Insurance），將雇主稱

為被保險人（Insured）、保證契約稱為保險單（Policy）、保證金稱為保險金額（Amount 
Insured）、保證費稱為保險費（Premium），且原為雇主、員工、保證人之三人契約（a three party 
contract）也發展為改由雇主申請訂立且自行繳費的二人契約（a two-party contract），此外，

業者也以「按保險條件」為號召，並在承保時由重視員工調查改為根據平均律（law of average）

計算等，均為傾向於保險演變之例證。參考姚玉麟，淺釋保證與保證保險，台北市銀月刊 8
卷 7 期，1977 年 7 月，頁 71。 

472 美國 surety bonds 分為兩大類：（一）Contract surety bonds：bid bonds、performance bonds、
payment bonds、maintenance bonds、subdivision bonds；（二）Commercial surety bonds： License 
and permit bonds、Judicial and probate bonds、Public official bonds、Federal (non-contract) 
bonds、Miscellaneous bonds。See Surety Information Office website : http://www.sio.org/faq.html 
visited on 2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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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依要保人意思所生事故，亦不能謂其缺乏偶然性。 

（4）從風險承擔技術觀之： 

保證人通常不具備再保險以分散風險；而保險則可透過再保險

的方式將風險分散。 

（三）小結 

由於我國保險業界之工程保證保險制度，係仿效美國確實保證

（surety bond）制度473而來，而美國確實保證雖因實務發展上成為保

險公司經營項目，但其兼營的保證業務（bonding business）並不稱為

保證保險（bonding insurance），兼營保證及保險業務的公司通常以

Surety and Casualty Insurance 為名以區分兩者的不同474，且學理上亦

認為 Surety Bond 並非保險475，因此我國學說亦有採相同見解，而認

為保證保險應屬保證而不是保險。 

然而，由於我國保證保險之發展始終係由保險公司承辦，並未如

美國發展出專業的保證公司；民國 82 年增修保險法時，主管機關亦

表示保證保險為保險險種之一476，而所增列之「保證保險」專節又只

有三個條文，並未將保證保險作特別之規範，等於是將保證保險放諸

保險法架構，由保險的概念及規範來處理保證保險的相關問題。因

此，國內學者亦多有認為保證保險即是保險並非保證。 

民國 88 年政府採購法實施之後，因採購法第 30 條明文規定保險

公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可以作為保證金之繳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乃依授權擬訂該類保險單之標準格式477，提供招標機關使用，並於

民國 90 年 5 月令函週知各招標機關，不得再接受政府採購法施行前

                                                 
473 廖世昌，前揭註 468，頁 138；羅天健，公共工程保證金與保證保險之研究，東吳大學法律學

系碩士在職專班法律專業組碩士論文，2006 年 6 月，頁 57。 
474 應式文，前揭註 200，頁 102。 
475 參考本文第五章第五節第二項。 
476 參考當時增修理由謂：「歐美先進國家採行保證保險制度已久，為重要險種之一，且保證保險

與財產保險不盡相同，有於本法專節規定之必要…」 
477 包括：押標金連帶保證保險單、履約保證金連帶保證保險單、廠商資格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

保險單、預付款還款保證連帶保證保險單、保固保證金連帶保證保險單。其格式公開於行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http:\\www.pcc.gov.tw\政府採購\政府採購法規\招標文件範本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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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核准之保證保險單繳納保證金478。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乃

於民國 90 年 8 月研擬履約保證金連帶保證保險單、預付款還款保證

連帶保證保險單、保固保證金連帶保證保險單等，送經財政部核准，

惟工程會僅同意後二者符合採購法規定得以採用479。而無法被接受的

保單問題癥結有二：首先，就損失認定部分，工程會版本係以「定作

人主觀認定」為主，產險業者的版本則是「須有客觀事實的認定」；

其次就賠償方式而言，工程會版本為「定額給付」，但產險業者的版

本為「損害賠償」480，而成為工程會與產險業界難以跨越的鴻溝。 

 作為政府採購法的主管機關──工程會的立場，在於：以保證

保險單繳納履約保證金，本質上仍係作為保證金之用，所以就效益及

保障而言，應與其他種類的保證金具有對等性，而不能單看保險的問

題481。亦即履約保證金之擔保目的，不應因為不同的繳納方式而受到

損害，尤其是履約保證金擔保之內容並不純然為損害部分，尚可能包

                                                 
478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0 年 5 月 30 日工程企字第 90020212 號令：「機關辦理採購，廠商依

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得以保險公司之連帶

保證保險單繳納押標金及代替未符合依採購法第三十六條所定資格，惟因採購法對於前揭保

證事項之規定與保險法扞格，雖歷經二年餘之協調溝通仍無法獲得解決，爰補充規定於保險

業研提符合採購法規定之保險單條款送經財政部核准前，自即日起尚未公告招標之採購，不

得使用採購法施行前財政部核准之保證保險單繳納押標金及代替未符合採購法第三十六條所

定資格，流標或廢標後重行招標者，亦同；已公告而尚未截止投標之採購，應依採購法第四

十一條規定辦理變更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載明不得使用上開保險單。」 
479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 年 3 月 31 日工程企字第 09700134500 號函：「主旨：重申機關辦理

採購，遇廠商以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押標金或保證金時，其保證保險內容須符合政府

採購法規定，始得接受。說明：一、關於政府採購法第 30 條第 2 項『保險公司之連帶保證保

險單』，本會業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34 條規定訂定各種保險單條款內

容，屬法規之一部分。 二、另按本會 90 年 9 月 10 日(90)工程企字第 90034891 號令，目前僅

財政部 90 年 8 月 6 日台財保字第 0900750741 號函核准之「預付款保證金保證保險」(編號：

C88122002)及「保固保證金保證保險」(編號：C88122003)所出單之保險單，得允許用以繳納

預付款還款保證及保固保證金。 三、為免機關於接受廠商提出之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有

不符前揭保單條款內容，致機關遭受損害，爰提請注意。」 
480 陳淑惠，工程履約保證保險如何創造全贏座談會──用保險取代保證金換大工程何樂不為，

現代保險金融理財雜誌 198 期，2005 年 6 月，頁 88。 
481 陳淑惠，前揭註 480，頁 86；另參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 89 年 6 月 14 日「研商廠商

以連帶保證保險單繳納押標金保證金之問題會議紀錄」其結論：「1.以連帶保證保險單繳納押

標金或保證金者，其作為押標金或保證金之用之本質，機關依法不予發還之效果，以及保障

之程度及範圍，機關求償程序及條件，與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所定

其他種類之押標金或保證金應具對等性，不應以保險單為由而有歧異，損及機關權益。2.保
險業者強調現行保險法之規範下，對於連帶保證保險單，只能承作保證保險，無法承作保證

業務，『連帶』二字之意涵有責任無限之虞，且部分不發還保證金情形，與保險法『損害填補』

原則不符。準此，如保險法與採購法確有競合，果真無法協調執行，則俟採購法或保險法修

法後再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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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懲罰性違約金等項目，如果只因廠商採用保險單繳納履約保證金，

而即必須以損害填補原則處理，則原契約要求之擔保目的即不能達

成，亦不符合政府採購法之公平原則。 

此外，就保險制度而言，其最大的功能係在於將個人生活中因遭

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

化於共同團體482。而保證保險通常在保險人賠償被保險人（招標機關）

之後，可以向要保人（廠商）求償483，即廠商仍對該損害負最終責任，

並沒有將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則廠商花錢買保險的意義何在？

但如果參照保證的性質，保證人代被保證人履行後之求償則為天經地

義，據此，保證保險究其本質實非保險，而毋寧應更傾向於是保證。 

是以，前項第一款案例中，最高法院認為保險公司所出具作為繳

納履約保證金之「履約連帶保證保險單」，係與招標機關成立連帶保

證關係，因此請求權時效並無保險法短期時效之適用，應值肯認。 

 

第二款、保證保險之責任 

前項第二款案例中，保險公司依保證保險單約定，於原廠商違約

時另洽廠商代履行，並因而主張原廠商既已脫離原工程契約關係，而

其亦已履行保險人責任（洽廠商代履行），自不必對代履行廠商之履

行義務負責云云。是以，究竟保證保險之保險公司責任應於何時解

除？此外，保證保險單中有關於洽廠商代履行之約定，是否意謂擔保

工程履行而非擔保履約保證金之繳付，亦有值探討之餘地。 

                                                 
482 江朝國，保險之定義及特性，收錄於月旦法學教室（2）私法學篇（1995-2001），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出版，2001 年 4 月再版第 1 刷，頁 64。 
483 雖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

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金額後，代位行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但其所請求之數額，以不逾賠償金額為限。」有對第三人的求償權，惟此處所謂的「第三人」

應指保險契約當事人──即要保人與保險人以外的人，所以不能以此作為保險人向要保人求

償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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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履行之選擇 

當廠商違約時，依據民國 75 年財政部核准之保證保險單版本，

保證保險公司可以選擇二種方式處理，包括：「由本公司（案指保險

公司）依照原工程契約完成該工程」以及「由被保險人依照原工程契

約發包方式及契約條件而就未完成部份重新發包。本公司（案指保險

公司）按重新發包之總金額超過原工程契約總金額扣除實際已付承攬

人工程費之差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以不超過本保險單

所載保險金額為限。」至民國 81 年版本，對於有關賠償發包差額的

選項不變，但將由保險公司履約的部分，修改為「由本公司（案指保

險公司）代洽符合原投標資格並經被保險人同意之廠商依照原工程契

約完成該工程。」 

依據 75 年版本，保險公司如選擇自行依照原工程契約完工，基

本上與保證人接續工程之意義相當，即保險公司基於保證人地位，若

非選擇自行代履行者，即應代負被保證人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責任，而

支付重新發包之差額；惟保險公司畢竟非專業工程公司，而機關工程

採購實務多會要求履約廠商之一定資格，為避免保險公司使用不符資

格之廠商代履行，因此 81 年針對公共工程所修正之版本，即將由保

險公司履約修改為由保險公司代洽符合原投標資格、且經機關同意之

廠商履約，以符合招標規定及採購實務。惟此時，原廠商、代履行廠

商、保險公司及機關間之關係，究應如何認定？ 

依據實務作法，如前項第二款案例，係由保險公司所洽之代履行

廠商與機關簽訂契約承擔書，並於承擔書約定，保險公司對於契約承

擔之廠商，仍依原契約之工程保證保險單條款，對機關負履約保證之

責。而法院即以該契約承擔書之約定，認定保險公司仍為代履行廠商

之保證保險人，而仍須對代履行廠商未履約之情形負責。惟依照該方

式運作，如謂保險公司對代履行廠商之保證責任，係因契約承擔書之

約定而來，則是否表示保險公司於原廠商不履約的保證責任，已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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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代履行廠商而解除？所以才要千方百計的，藉由承擔書條款、承

擔書已載原保單號碼、及法官所稱之「一般經驗法則」等等，證明保

險公司對「代履行廠商」仍負有保證責任，以作保險公司仍負有保證

責任之依據？ 

然而，如果以保險公司係保證人的觀點來看，保險公司在廠商違

約時，本即負有代履行的義務，至於所洽代履行廠商部分，應可視為

保險公司之債務履行輔助人484，即受保險公司委託而代其履行保證之

債務也。是以當履行輔助人未能完成履行時，保險公司之保證責任當

然不能免除，而不是保險公司在選任代履行廠商之後原保證責任解

除，復又對新廠商另為保證之約定，則或許更能符合保證保險契約

中，保險公司所應負保證人責任之規範。 

（二）保證保險之標的 

參照民國 75 年及 81 年之工程履約保證保險單條款，其第一條承

保範圍之規定係：「承攬人於保險期間內，不履行本保險單所載之工

程契約，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而承攬人依工程契約之規定應負賠償

責任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485，則

該保證保險之標的是為「工程契約」，而當廠商有不履行該「工程契

約」時，保險公司作為保證人者，自負有代履行「工程契約」的責任。

因此，當廠商不履行契約時，如上所述，保險公司處理方式選項包括：

代履行（以履行輔助人履行）或賠償不履行之損害，即無不妥。 

惟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因規定廠商可選擇以連帶保證保險單代替

履約保證金之繳納，因此該保證保險之標的係廠商應繳納之履約保證

                                                 
484 有學者謂履行輔助人必須受債務人之指揮監督為必要，如史尚寬、鄭玉波、孫森焱、林誠二

等；惟亦有相反見解，而以民法第 224 條所規定者係債務人之擔保責任，而非在於指示或監

督之過失，故自法律之規範目的以言，似不以使用人對於債務人居於經濟上從屬地位為必要，

即民法第 224 條之使用人含義與第 188 條之受僱人應有不同，是以受委請而為他人履行債務

之人，在事務的處理或財務上是否為獨立的執行業務者或經營事業者，原則上皆構成債務之

履行輔助。參考王澤鑑，為債務履行輔助人而負責，法學叢刊 135 期，1989 年 7 月，頁 6；

黃茂榮，債務人之履輔責任，植根雜誌 19 卷 3 期，2003 年 3 月，頁 83；黃越欽，論債務履

行輔助人責任，法論月刊 7 期，1977 年 11 月，頁 25。 
485 參考施文森，前揭註 457，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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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而非工程契約。如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履約保證金連帶保

證保險單範本486，其承保範圍即謂：「得標人於保險期間內，不履行

本保險單所載之採購契約，其履約保證金係以本保險單為之者，被保

險人認定受有損失依採購契約規定，有不發還履約保證金之情形時，

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給付保險金額之責。」並於第

5 條有關給付之請求，約定：「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有依採購契

約規定不發還得標人履約保證金之情形時，被保險人應立即以書面通

知本公司，載明依採購契約規定不發還履約保證金之情形，並檢具給

付請求書向本公司請求給付。本公司應於收到請求給付通知後 15 日

內給付。」而無保險公司代履行方式之規定。 

然而，工程保險協進會於民國 90 年送財政部核准之履約保證金

保證保險單條款487，其第 1 條有關承保範圍之規定為：「要保人於保

險期間內，不履行本保險契約所載之採購契約，依採購契約規定，有

不發還履約保證金之情形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本公司依本保險契

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雖保證標的也指明為履約保證

金，與工程會範本相同，但其差別之處在於，工程會範本只要發生不

發還履約保證金情形，保險公司即有給付保險金義務，惟 90 年版內

容則不僅須有不發還履約保證金情形，尚必須被保險人受有損失，始

能主張。 

參照前所論述，履約保證金所為擔保之內容，並不限定於損害賠

償請求權而已，亦可能包括懲罰性違約金之請求權及溢領價金之返還

請求權等等488，因此，按 90 年版本之規定，必須被保險人受有損失

時，始得請求保險金，則可能因而使採購契約有關「懲罰性違約金」

之設計，全部被保證保險單所架空。此外，該 90 年版之保險單有關

賠償方式，亦於與 75 年及 81 年版本雷同，保險公司具有洽廠商代履

行及給付重新發包之差額的選項。而重新發包之差額，是為契約履行

                                                 
486 參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http://www.pcc.gov.tw/pccap2/TMPLfronted/ChtIndex.do?site=002。 
487 參考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網站：http://www.eia.org.tw/bond.htm。 
488 參考本文第三章第二項各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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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加之費用，應定性為損害賠償無疑，惟依據政府採購法或契約約

定，不予發還履約保證金之情形者眾，而不予發還履約保證金之額

度，並不必然為損害賠償，當然也不必然與重新發包之差額相等。 

其次，90 年版之另一賠償方式為「代洽經被保險人審核符合原

招標文件所訂資格條件之其他廠商，就未完成部分完成履約。」──

由於該保證保險之標的為履約保證金，亦即保險公司係對履約保證金

之繳納為連帶保證，而非對工程履約作連帶保證489，因此當依契約發

生不予發還履約保證金情形時，作為保證人之保險公司，理論上應代

履行廠商「繳納履約保證金」之責任，而非代履行廠商之「工程程約」，

始符合該保證保險之契約目的。 
 

第三款、保證保險理賠範圍是否包括加害給付 

前項第三款案例中，廠商因施工瑕疵引發火災，造成該廠商本身

已施工完成部分、及其他廠商施作工程之毀損，而就工程履約保證保

險單理賠項目爭議時，法院以「履約保證金乃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

確保其契約之履行，交付於他方一定之金額，以為履行契約之擔保。

是保險單第一條約定史前館得對前烽公司請求賠償之範圍，應以是否

屬前烽公司不履行工程合約本身所致損失為斷」作為判決基礎，而認

為廠商所施作工程因火災事故毀損者，因具修復之義務，故該部分之

損害應為理賠項目；至於「因系爭火災事故受損之其他廠商施作部分

工程，因非屬前烽公司依工程合約應施作之部分，自不在本件履約保

證保險賠償範圍內。」 

履約保證保險契約係作為履約保證金現金之替代，是以法院認為

履約保證保險單所理賠之範圍，應以履約保證金所為履行契約擔保的

目的為判斷，自無疑問。惟法院因系爭火災造成其他損害部分，即所

謂加害給付部分，認為非屬該履約保證保險單（即履約保證金）所擔

                                                 
489 參考陳淑惠，前揭註 480，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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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範圍，則有再探究之餘地。 

 

（一）加害給付 

所謂加害給付，為不完全給付類型之一490，係指債務人之給付不

但含有瑕疵，且因其瑕疵致債權人遭受其他損害者之謂491。若就其上

位概念之角度觀察，即不完全給付之損害可分為二類：一是給付本身

不完全、具有瑕疵，致減少或喪失該給付本身之價值或效用者，其所

侵害的是債務人對完全給付所具有之利益，即履行利益之侵害，稱之

為瑕疵給付；一即是除了該給付本身減少或喪失價值或效用者外，尚

對債權人人身或其他財產法益，產生損害，亦即履行利益以外其他權

益之侵害，在德國稱之為附帶損害（Begleitsschaden），我國則稱之為

為加害給付492。 

不完全給付理論，係源於 1902 年德國律師及私法學者 Hermann 

Staub 所發表之論文「論積極的契約侵害及其法律上效果」，依該論文

主張：債務不履行除給付遲延及給付不能二者因「不給付」而為消極

的債權侵害外，尚應包含不為完全給付所為之積極的債權侵害493。其

後，有關債務不履行類型除給付不能、給付遲延外，尚包括不完全給

付494，即成為德、日及我國學者之通說495。 

我國學界早期對於舊民法第 227 條「不為完全之給付」496是否即

                                                 
490 此係以不完全給付發生損害之範圍型態加以分類，包括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若以不完全之

情形分類，則可分為（一）給付內容／標的之不完全（二）給付方法之不完全（三）給付時

期或地點之不完全（四）未履行附隨義務之不完全；若依不完全之程度而分類，則包括：能

補正之不完全給付及不能補正之不完全給付。參考錢國成，不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法令月刊第 29 卷第 6 期，1978 年 6 月，頁 3。 
491 鄭玉波，前揭註 36，頁 286。 
492 王澤鑑，不完全給付之基本理論與判例研究，法學叢刊第 94 期，1979 年 6 月，頁 62-63。 
493 孫森焱，論不完全給付，法官協會雜誌第 2 卷第 1 期，2000 年 6 月，頁 2。 
494 德國稱之為積極侵害契約 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積極侵害債權 positive 

Forderungsverletzung 或不良給付 Schlechtleistung。參考王澤鑑，前揭註 492，頁 56。 
495 孫森焱，前揭註 493，頁 1。 
496 此處所稱舊民法係指民國 88 年修正前之民法，時第 227 條條文為：「債務人不為給付或不為

完全之給付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強制執行，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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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完全給付之規範有過重大爭論497，而實務判決歷來雖均承認債權

人得以債務人給付不完全為理由請求損害賠償，但是否係依據舊民法

第 227 條之規範未臻明確。惟至最高法院 77 年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

議（一）498，始平息不完全給付與舊民法第 227 條關係之爭論，並賦

予不完全給付具體之規範效力499。迨至民國 88 年修法，將民法第 227

條條文修正為：「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不完全給付者，債

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不能之規定行使其權利。（第一項）因

不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第二項）」

參照該條修法理由500，指出不完全給付包括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二

者，而該法第 2 項之規定即為加害給付之損害賠償。而自此，也使得

國內有關不完全給付之學說有了實體法上的依據501。 
                                                 
497 當時學者爭論可分為（一）漏洞說，即認為民法對不完全給付未設規定，如洪文瀾、梅仲協

及錢國成；（二）民法第 227 條即屬不完全給付之規定，如胡長清、史尚寬；（三）多餘條文

借用說，即認為民法第 227 條為多餘之條文，不論立法時之用意如何，就解釋而言，無寧認

為第 227 條即係不完全給付原則之規定，如王伯琦。參考王澤鑑，前揭註 492，頁 58-60。 
498 最高法院 77 年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

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契約成立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

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不完全給付之債務不履行責任。買受人如主張：一、出賣

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依民法第三百六十條規定請求不履行之損害賠償；或依同法第三

百六十四規定請求另行交付無瑕疵之物，則在出賣人為各該給付以前，買受人非不得行使同

時履行抗辯權。二、出賣人應負不完全給之債務不履行責任者，買受人得類推適用民法第二

百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類推適用給付遲延之法則，請求補正或賠償損害，

並有民法第二百六十四條規定之適用。又種類之債在特定時，即存有瑕疵者，出賣人除應負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並應負不完全給付之債務不履行責任，併此說明。」 
499 依最高法院 77 年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認為，不完全給付應視其是否能補正，分別類

推適用給付不能或給付遲延之規定，而不適用舊民法第 227 條。參考詹森林，不完全給付─

─最高法院決議與判決之發展，台灣本土法學第 34 期，2002 年 5 月，頁 28。 
500 民法第 227 條條文之修正理由為：「一、…次按債務不履行之種類，除給付遲延及因可歸責於

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不能兩種消極的債務違反外，更有另一種不完全給付之積極的債務違

反，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提出不符合債務本旨之給付。此在學者間已成通說，我國

實務上亦承認此種債務違反之態樣，惟法條上尚欠明白之規定，學者雖有主張現行條文中所

謂『不為完全之給付』即屬關於不完全給付之規定者，但其規定之效果，仍欠周詳。按不完

全給付，有瑕疵給付及加害給付兩種，瑕疵給付，僅發生原債務不履行之損害，可分別情形，

如其不完全給付之情形可能補正者，債權人可依遲延之法則行使其權利；如其給付不完全之

情形不能補正者，則依給付不能之法則行使權利。為期明確，爰修正本條為不完全給付之規

定。二、不完全給付如為加害給付，除發生原來債務不履行之損害外，更發生超過履行利益

之損害，例如出賣人交付病雞致買受人之雞群亦感染而死亡，或出賣人未告知機器之特殊使

用方法，致買受人因使用方法不當引起機器爆破，傷害買受人之人身或其他財產等是。遇此

情形，固可依侵權行為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但被害人應就加害人之過失行為負舉證責任，

保護尚嫌不周，且學者間亦有持不同之見解者，為使被害人之權益受周全之保障，並杜疑義，

爰於本條增訂第二項，明定被害人就履行利益以外之損害，得依不完全給付之理論請求損害

賠償。」參考立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13 期，1999 年 4 月，頁 292-294 。 
501 民國 88 年民法債編部分條文修正案，法務部提案說明修正重點包括增訂「不完全給付」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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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給付，因係不完全給付而生履行利益以外其他權益的損害，

基本上應屬侵權行為之一種502，惟依據侵權行為規定求償時，被害人

（在此為債權人）須證明加害人（債務人）有故意過失，對被害人保

護尚嫌不足，因此不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係將加害人（債務人）之

侵權行為責任，轉換為債務不履行責任503，而由加害人（債務人）就

不可歸責之事由負舉證責任504。惟亦有認為原則上仍應由債權人就債

務人不良履行舉證，但若過失係自債務人範疇及危險範圍所生，而債

權人無法控制者，例如在組織上、技術上難以審查之給付，很難或不

可能由外界澄清責任問題時，應由債務人就其無過失舉證505。 

 

（二）小結 

由於履約保證金係為廠商債務履行之擔保，而其所擔保的效力，

自然及於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既然債務不履行包括給付

不能、給付遲延及不完全給付三種類型，理論上屬不完全給付之加害

給付，除非經由契約特約予以排除，否則即應認為加害給付亦為履約

保證金擔保效力所涵蓋。如採購契約係已參照「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

擔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第 9 款之概括條款，訂有「其他因可歸責於

廠商之事由，致機關遭受損害，其應由廠商賠償而未賠償者，與應賠

償金額相等之保證金」不予發還之規定，則若因廠商履約而生履行利

                                                                                                                                            
定，謂：「債務不履行之種類，除給付遲延及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不能兩種消極的

債務違反外，更有另一種不完全給付之積極的債務違反，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提出

不合債務本旨之給付，此在學者間已成通說，我國實務上亦承認此種債務違反之態樣，惟法

條尚欠明白之規定，本次修正特增訂之，以期明確。」參考立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13 期，1999
年 4 月，頁 253 。 

502 德國侵權行為法因採列舉原則，無法適用加害給付，學者創制性考量將之列入契約責任，此

一體系縱有不當，但已成為習慣法。德國新民法第 280 條第 1 項第 2 句也已納入規範範圍，

而我國民法修正條文亦同樣將此由德國引進之習慣法明文化。參考黃立，前揭註 45，頁 475。 
503 孫森焱，前揭註 493，頁 13-14。 
504 債務人就不可歸責之事由負舉證責任，其理有二：一、於給付不能及給付遲延之情形，債務

人就不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應負舉證責任，係判例學者之一致見解，不完全給付既為債務不

履行之一種，原則上應採同一解釋。二、債務人所為之給付，何以不完全，債權人不易明瞭，

損害原因事實多在債務人控制領域之內，使債務人就「不可歸責之事由」負舉證責任，承擔

不能舉證之不利益，實合乎公平正義之原則。參考王澤鑑，前揭註 49，頁 64。 
505 黃立，前揭註 45，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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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以外其他權益之損害，機關本得依據民法第 227 條不完全給付之規

範請求損害賠償，而該賠償請求權亦當然由履約保證金所擔保。 

前項第三款案例中，廠商因施工瑕疵引發火災，而造成其他廠商

施作之工程毀損，即屬加害給付之適例。在該案例機關另行招商修復

該毀損工程所生損害，因契約並無特約排除加害給付的部分，而法院

亦依事實認定廠商因施工瑕疵引發火災，非不可歸責，則機關對之即

有加害給付之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請求權，則作為履約保證金功能之

履約保證保險單，即不得排除是項損害之理賠。 

 

第六節、本章結論 
履約保證金作為採購契約之擔保，通常在契約無法順利履行時，

必然伴隨產生債務不履行之相關賠償及違約金等問題，而履約保證金

基於擔保之救濟性，即需用以充抵損害或違約金，進而發生不予發還

履約保證金的情形。因此，隨著政府採購契約爭議的產生，通常亦伴

隨引發履約保證金爭議事項。 

參考法院相關實務判決，基本上可將履約保證金實務爭議類型，

區分為兩大類：一為廠商起訴要求返還履約保證金、一為機關起訴要

求給付履約保證金。前者包括廠商對履約保證金沒收約款之爭議，以

及保證廠商履行後代位請求返還履約保證金的問題；後者則包括以銀

行保證書及保險公司保證保險單繳納履約保證金所生之爭議。 

履約保證金沒收約款之爭議，通常涉及對履約保證金性質之認

定。雖然沒收約款具有違約金約定之性質，但仍不宜逕將履約保證金

定性為違約金，而可將沒收約款所為沒收履約保證金的行為，解讀為

以履約保證金抵充該違約金約定所生債務的過程，較能符合履約保證

金為擔保目的的架構性解釋。至於沒收約款如約定廠商違約即予沒收

履約保證金，因具有違約金約定之性質，而違約金於約定之原因事實

發生時即已獨立存在，並不會因其後由保證廠商代履行完成而有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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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惟因機關使用履約保證金及保證人，目的無非係擔保債權之實

現，而既然機關可以利用保證人完成履約，卻仍以高額違約金懲罰廠

商，是否對機關過於保護，甚至影響保證廠商清償代位權之行使，造

成不公平的風險分配等，實值商榷。 

保證人請求履約保證金之爭議，通常會發生保證人接續工程係債

務承擔或履行保證債務的疑義。因債務承擔係履行本身的債務，與保

證契約從屬與主契約不同，並無清償代位權足資行使，是其責任也較

保證為重。因此，如非保證人明確表示係以主債務人承擔債務，解釋

上仍應以保證人清償，較能符合制度上的合理性及維持各方權利義務

上的均衡。至於保證人清償代位之行使，因保證廠商代承攬廠商履行

者，為該契約原定給付內容的實現，因此，保證廠商既已代清償，而

於履行契約給付限度內，招標機關對承攬廠商之債權（履行請求權／

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及擔保（履約保證金）即應移轉予保證人。

更不能以債權人因受償限度內，對主債務人已喪失其債權之請求權而

影響代位權之存在。 

銀行保證書之爭議中，因保證書內容具有「請求即付」約款，目

前實務見解多將之認定為付款之承諾而非保證契約。然而，該見解雖

暫時解決機關取得履約保證金的問題，但卻也引發保證金縱有餘額銀

行也無權主張返還之爭議，因此，本文認為若參考德國實務見解，以

「請求即付保證」為定位，採「先付款、後爭議」方式，允許銀行在

付款之後仍得基於保證人地位，以不當得利要求機關返還餘額，或較

能符合公平機制。至於銀行基於保證人地位，雖因請求即付之約定，

暫時不得主張抗辯，但於先行付款後，若事後尚有餘額爭議，亦應允

許其主張民法第 742 條之 1、民法第 742 條第 1 項，向機關行使抵銷

權；至於銀行與廠商之間，因屬委任契約，應依據民法第 546 條第 1

項規定，於產生請求必要費用償還之債權時，銀行始得就其與承攬廠

商間之債權債務關係，主張抵銷。 

至於保證保險單爭議部分，有關履約保證金保證保險單之性質為

保險契約或保證契約，實務及學說均有爭議。基於保證保險單係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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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保證金之替代，而履約保證金擔保內容並不限於損害賠償，兼以

廠商仍負有最終賠償責任等，均不符合保險損害填補及風險分散的特

性，因此該保證保險單之性質，應為保證而非保險。且因保證保險單

係為履約保證金之替代，就履約保證金擔保之範圍，均應為保證保險

理賠的標的，亦即履約保證金所擔保之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請求權，

既已包括加害給付，則除有特約排除外，原則上保證保險仍應就加害

給付部分負責。 

此外，依據現行財政部核准之保證保險單版本，保險公司所負理

賠責任，一為洽符合資格之廠商履約，一為支付重新發包之差額，由

於履約保證金不予發還之情形不限於損害賠償，因此發包差額之理賠

方式顯不符需要；至於洽廠商履約部分，因有使該保證保險之擔保標

的成為「工程契約」之虞，而與主管機關主張保證保險單係履約保證

金之替代，有所不合。也因此，目前工程會通案要求各機關不得接受

不符合政府採購法規定之保證保險單，作為押標金或保證金之繳納，

以免機關權益受損506。 

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自民國 73 年成立後，雖積極拓展工程

上保證保險業務，而先後擬訂了 75 年、81 年及 90 年的相關保證保

險單送財政部核准，惟目前僅「預付款保證金保證保險」及「保固保

證金保證保險」為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所接受，餘如押標金、履約保

證金等部分保單，均無法在政府採購契約中使用，幾乎架空了履約保

證金制度中有關保證保險的設計，甚而引發政府採購法中有關保證金

制度是否應排除保證保險之質疑。惟此間差異，因涉及保險法之規

                                                 
506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 年 3 月 31 日工程企字第 09700134500 號函「主旨：重申機關辦理

採購，遇廠商以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押標金或保證金時，其保證保險內容須符合政府

採購法規定，始得接受，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轄）機關(構)。說明： 一、關於政府採購法

第 30 條第 2 項「保險公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本會業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

法」第 34 條規定訂定各種保險單條款內容(公開於本會網站 http:\\www.pcc.gov.tw)\政府採購\
政府採購法規\招標文件範本及表格」，屬法規之一部分。 二、另按本會 90 年 9 月 10 日(90)
工程企字第 90034891 號令(公開於本會網站)，目前僅財政部 90 年 8 月 6 日台財保字第

0900750741 號函核准之「預付款保證金保證保險」(編號：C88122002)及「保固保證金保證

保險」(編號：C88122003)所出單之保險單，得允許用以繳納預付款還款保證及保固保證金。 
三、為免機關於接受廠商提出之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有不符前揭保單條款內容，致機關

遭受損害，爰提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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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仍有待保險業主管、保險產業界與政府採購主管機關間繼續溝通

協調，始能有效的解決。 

 

 


